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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74736元，
中奖总金额为2176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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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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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451174元，中奖总金额为748817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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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4280期
中奖号码：524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851362元
和8861600元。

“排列3”、“排列5”第14280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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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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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21期
中奖号码：13 16 18 22 32 08 10

本期投注总额为 189841132元,903584105.95元奖金
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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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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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220366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724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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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华南城市场管理委员会成
立大会在招商中心二楼多功能厅隆重召
开。市场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郑州
华南城的运营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从此，
商户将转变身份，从被管理者变成管理
者，从参与者变成了决策者，让商户真正
参与到市场运营管理中去，为市场经营管

理建言献策，共同做好华南城的经营管理
工作。

郑州华南城市场管理委员会由全体
商户代表选举，经华南城运营管理方审核
后产生。在郑州华南城有限公司的指导
和监督下，对全体商户负责。(G)

本报讯 为促进河南省小微企业的进
一步快速发展，10月15日下午，冠群驰
骋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工
商联在黄河迎宾馆举办了“冠群助河南小
微企业发展战略合作”活动。现场为我省
29家中小微企业放款1.3亿元。

根据省工信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
月，河南省小型微型企业已达42万家，占
全省企业总数的 98%，贡献了 60%的
GDP和50%的税收，吸纳了全省85%的
就业人员，小微企业已经成为河南省实体
经济的重要基础、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
但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仅占各项贷款的
26%，我省小微金融与小微企业的需求和
对经济的贡献仍不相称。

而企业想钱想疯了都融不到资金，金
融机构有钱不知道贷给谁风险最低。缺
少对接平台，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大症
结。

据记者了解，省工商联小微企业服务
中心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将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中在
一起，集金融、担保、股权租赁、产权交易、
小额贷款等机构为一体，企业可以进行多
种比较和选择。

而此次我省工商联与互联网融资服
务机构冠群的合作，为我省中小微企业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打开了互联网金融的
大门，是不同于传统金融与小微企业对接
的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郑州华南城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

瑞银发布2014全球财富报告显示

中国118万人资产过百万美元
阅读提示 | 瑞士信贷银行14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财富过
去一年中增加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预计2019年全
球百万富翁人数将超过5300万人，中国有望增加一倍，目前中国资
产过百万美元的人数是118万。不过，虽然全球财富总量在加大，
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

《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
2013年中期至2014年中期，全球财
富总额比数年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爆
发前的最高值还要多20%，是2000
年的两倍多。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
来自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

北美为全球“最富”地区，过去
一年财富增长达到11.4%，总额为
9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4.7%；欧洲
位居第二，为 85.2 万亿美元，占
32.4%；中国内地位居第四，占
8.1%。就人均财富而言，瑞士仍然
最多，为58.1万美元；随后是澳大利
亚、挪威、美国和瑞典。

报告预测，今后5年，全球财富

将增加 40%，达到 369 万亿美元。
预计2019年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将
超过 5300 万人，中国有望增加一
倍。

虽然财富总量增加，但是分配
差距在加大。报告显示，如果除去
债务，现在个人财富达到3650美元
即可被列为“较富裕”的一半。然而，
要成为前10%，则需要拥有至少7.7
万美元财富；如果想成为财富金字塔
尖端的1%，至少需要79.8万美元。

总体而言，1%的最富有阶层掌
握着全球48.2%的财富；前10%拥有
87%的财富；而“较不富裕”的半数
人所拥有资产不足全球财富的1%。

全球财富总额十多年增长迅猛

按照报告的定义，财富为1万至
10万美元属于中产阶层，全球共有
10亿人。

报告说，中国内地个人平均净
资产2000年以来迅速增加，从5670
美元达到2014年的大约2.13万美
元。2010年以来，中国个人财富增
加的主要因素为人民币升值。

中国家庭财富总额全球排名第
三，比第二位的日本少8%，比第四
位的法国高44%。相比其他主要发
展中经济体，中国家庭资产以金融
资产比例较高，占49%，原因是储蓄
率高。

报告说，中国居民个人实物资
产为1.09万美元，包括私有房和农
村土地等资产。个人平均负债为
1600美元，占总资产的6%。虽然负
债比例相对较低，近年来却快速增
长。

报告统计，中国大约118万人资
产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其中资产
超过5000万美元的有7600人，仅
次于美国，排名第二。资产为1万至
10万美元的中产阶层比2000年翻
了一番，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消息

中国约118万人资产达到100万美元

10月14日泸州老窖公告称存于农
业银行的1.5亿存款失踪。泸州老窖拟
向四川高法提起诉讼。农行14日晚回
应称正在了解情况。

2013年4月15日，泸州老窖与中国
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签订《中国农业
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等四份协议。
其后，泸州老窖根据协议先后分四次以
网银方式汇入公司在农行迎新支行开设
的存款账户共计2亿元。农行迎新支行
向公司出具了存款证明书、对账单。

2014年4月23日，第一笔5000万
元存款到期后，泸州老窖通过一般存款
户转回了该笔存款及相应利息。2014

年9月25日，公司剩余1.5亿元存款到
期。次日，泸州老窖财务人员在转款时
却被农行迎新支行告知：公司账户上已
无该笔资金，不能按时划转。

经多方协调且多次磋商后无果，泸
州老窖表示公司决定以法律手段维护公
司权益，将就此事项于近日向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今年年初，酒鬼酒曝出其下属供销
公司在农行杭州分行华丰路支行的1亿
元存款神秘被盗，经公安机关侦查后最
终追回3699万元。有财务专业人士曾
表示，公司存款被盗，有可能是“内鬼”所
为。L 综合新京报、北京晚报消息

泸州老窖称1.5亿存款“不翼而飞”
拟诉农业银行，农行方面称正了解情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
比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至1.6%，
不仅为年内新低，也创下了2010年2月
以来的最低点。

据测算，在9月份CPI1.6%的同比涨
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0.3
个百分点，比上月大幅回落0.7个百分
点，而当月新涨价因素约为1.3个百分点，
较上月反弹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
梅分析认为，9月新涨价因素虽较上月有
所增加，但仍低于近五年的平均水平。
而由于去年同月环比上涨较多，抬高了
今年的对比基数，致使9月份的翘尾因素
比上月大幅减少。“近两个月CPI同比的
持续回落，主要是受到翘尾因素回落的
带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报

告指出。
9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

务价格“六升两降”，其中食品类价格涨幅
仍较突出。商务部每周发布的监测显示，
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在9月仅一周小幅
回落，其余三周均呈上涨态势。

从更能反映价格最新变动的环比数
据看，9月份食品价格上涨0.8%，涨幅在
上月基础上继续扩大0.1个百分点。这除
了受到鲜菜、鲜果价格等食品价格环比上
涨影响外，还受到非食品价格环比涨幅

“由负转正”的影响。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师唐建

伟认为，在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的背景下，
四季度CPI同比的新涨价因素不会明显
上升，预计下半年CPI同比涨幅会低于上
半年，全年涨幅约为2.2%。

综合新华社消息

受翘尾因素回落影响

9月CPI同比增1.6% 创四年多新低

联手我省工商联

互联网融资平台助中小微企业“找钱”
□记者 傅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