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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开奖工作人员开启演播厅大
门，布置开奖现场，取下摇奖机防尘罩，更
换日期，检查号码记录用品是否齐全，保
全摄像岗工作人员检查保全摄像机运转
是否正常，电池使用时间是否充裕。

●17:50现场监督岗工作人员和号码
记录岗工作人员检查摇奖机电源、预览
架、外观等是否正常。保全摄像岗工作人
员将密封完好的录像带交给公证人员。

●18:00开启保全摄像机，现场监督
岗工作人员和号码记录岗工作人员在公
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3D正选和备选摇奖
用球选球、取球并带球测试摇奖机,测试
完成后将3D摇奖用球放回保险箱。

●18:10现场监督岗工作人员和号码
记录岗工作人员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测
试双色球（七乐彩）的主备摇奖机、3D备用
摇奖机，测试完成后关闭保全摄像机。

●19:40教育台主持人进行直播预
演。

●20:30字幕岗工作人员开始接收各
省3D游戏封存单，全部收齐后值班负责
人签发《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摇奖通知
单》交由公证人员。

●20:40字幕岗工作人员接收中心技
术部发送的《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七乐
彩）摇奖通知单》交由公证人员，同时将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七乐彩）摇奖通知
单》、公证人员名单、上期开奖公告交由教
育台字幕岗工作人员。

●20:45再次开启保全摄像机，在公
证人员的监督下第二次测试双色球（七乐
彩）主摇奖机、3D主摇奖机。现场监督岗
工作人员和号码记录岗工作人员配合公
证人员按规定程序，选取当期双色球（七
乐彩）正选摇奖用球和备选摇奖用球。

●20:50现场监督岗工作人员和号码
记录岗工作人员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取
出当期双色球（七乐彩）及3D的正选用球
和备选用球，交给公证人员，由公证人员
拆除摇奖球箱密封条后，监督工作人员按
规定顺序将球装入预览架。字幕岗和安
全管理岗工作人员与教育台字幕岗工作
人员核对字幕信息。

●21:05现场监督岗工作人员和号码
记录岗工作人员整理演播厅相关物品，清
理演播厅地面，主持人和公证人员化妆完
毕，所有工作人员到达指定位置；记录岗
工作人员设定摇奖机启动程序，摇奖机低
速运转，监督岗检查确认。字幕岗和安全
管理岗工作人员与教育台主持人及公证
人员进行信息核对。

●21:09:30开奖现场进入5分钟倒
计时准备。

●21:12:30开奖现场所有工作人员
听从现场导播发布倒计时口令，关闭手
机、呼机等物品，准备摇奖。

●21:13:30各岗位人员思想高度集
中，各司己职，保证直播顺利完成。

●21:14:30直播正式开始,号码记录
岗工作人员记录出球号码，保全摄像岗工
作人员摄录摇奖全过程。

●21:22:30摇奖结束后现场监督岗
工作人员核对中奖号码，并与公证人员核
对，核对无误后值班负责人签字确认。

●21:24公证人员监督号码记录岗工
作人员按规定程序把摇奖球放入球箱，由
公证人员签封后锁入保险柜。

●21:25摇奖结果盖章后由字幕岗工
作人员分别发送给中心技术部及各福彩
销售机构。

●21:30保全摄像岗工作人员关闭保
全摄像机，取出录像带交给公证人员签封
并保存。

●21:35现场监督岗工作人员和号码
记录岗工作人员关闭摇奖机专用电源，盖
好摇奖机防尘罩, 检查所有设备、电源和
门窗情况并锁闭演播厅大门。

●22:20工作人员接收中心技术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七乐彩）全国开奖
公告》，盖章后发送给各福彩销售机构。

双色球（七乐彩）
和3D游戏开奖直播工作流程

问：上周五沪指低开，盘中探
底回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在贸易关税的阴云下，市
场早盘逐波回落，沪指一度下探至
2691点，但中午临收盘前市场快速
走高并维持到午后，最终市场收出
带较长下影线的阳线。截至收盘，
两市涨停39只，跌停21只。回顾过
去一周，市场在消息面不确定的背
景下，始终不能组织一波较有力的
反弹，两市新低不断，市场人气匮
乏，不过在实施关税的时点前，市
场资金涌动，显示市场已经做出了
自己的选择；事实上，从技术面分
析，市场底部信号不断，不仅仅是
沪指周线7连阴面临转势，60分钟
MACD指标也出现第六次底部金叉，
真可谓利空出尽是利好；而两市成
交也充分反映了这点，最近5日的
两市成交金额并未随着新低而萎
缩，相反出现环比上月日均成交放
大，这足以说明地量之后是地价，
当前量能已经作为先行指标率先
脱离底部。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增加，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有所缩减。综合来
看，消息面管理层频吹暖风，不管是
贸易关税还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对
此的担忧正在逐步化解，后市市场
情绪和风险偏好均有望得到修复。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以55.7元
买入中国平安1.2万股，之后以57.4
元卖出1.2万股；另以7.35元买入南
京银行8万股，之后以7.51元卖出8
万股。目前持有工大高新（600701）
11万股，南玻A（000012）19.55万
股，宜安科技（300328）10万股，*ST
罗顿（600209）4万股，雷鸣科化
（600985）2万股，中国平安（601318）
1.2万股，南京银行（601009）8万股，
洽洽食品（002557）4.5万股。资金
余 额 2335808.4 元 ，总 净 值
7308938.4元，盈利3554.47%。

周一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因重
组停牌，雷鸣科化因重组审核停牌，
*ST罗顿、宜安科技、南京银行、中国
平安拟持股待涨，南玻A、洽洽食品拟
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据Wind数据显示，7月 9日
至7月13日，沪深两市限售股上市
规模为42.11亿股，以上周五收盘
价计算，市值约458亿元，解禁数
量、市值较上周大幅下降。解禁数
量较大的银鸽投资控股股东承诺
一年内不减持。

银鸽投资7月3日发布公告
称，公司控股股东银鸽集团2015
年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5.5亿股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7月7
日，因2018年7月7日为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18年7月9日为上市流通时间。

但是，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
信心，银鸽集团于2018年6月28
日出具了《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份解禁后不减持的承诺函》，银鸽

集团承诺自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5.5 亿股解禁之日起 12 个月内
（2018年 7月 9日起至 2019 年 7
月9日）不减持该股份。此外，银
鸽投资6月份还曾发布高管增持
计划。公告显示，公司董事长顾琦
等五名高管，计划6个月内出资
2000万至4000万元增持公司股
份，本次增持主体目前均未持有公
司股票。

除此之外，本周还有苏宁易
购、嘉化能源、博晖创新、泰豪科
技、隆华节能、常山北明股解禁数
量超过1亿股，其中除苏宁易购本
周解禁7.98亿股，为本周解禁股数
最多的个股，其中大部分是定向增
发机构的配售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强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23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保险、电子信息、家
电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38个行
业资金净流出，其中机械行业、医药
制造、安防设备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2只个股获机构净
买入。

个股提示:
长春一东（600148）公司主

要从事汽车离合器及液压举升机

构等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6日获机构净买入97万元。

兴源环境（300266)公司从
事的主要业务有四大块：1、压滤
机及其配件的制造、销售；2、河湖
水库的疏浚及环境综合治理；3、市
政污水及工业废水综合治理；4、生
态环境体系建设。6日获机构净买
入2401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中报预增股频频异动
或提前大盘反弹

四川双马涨逾4%，扬帆新
材大涨超过6%，冀东水泥
飙涨近9%，梅泰诺更是强

势涨停……这些大涨股的共通之处是6
日均预告了中报业绩，并且大幅预喜。
实际上，进入7月以来，资金对中报大幅
预喜公司已然开始关注，例如安阳钢铁、
甘肃电投等在预告后股价有不俗表现。

大幅预喜公司获追捧
6 日，四川双马预告上半年净利润

2.85 亿 元 -3.05 亿 元 ，同 比 大 增
469.65%-509.62%。公司股价应声而
涨，无视市场波动，全天高开高走，收盘上
涨4.46%，1.39亿元成交额为近一月单日
最高。

记者注意到，中报大幅预喜与股价齐
飞的四川双马并非个案。扬帆新材预计
上半年净利润为6300万元-6900万元，
同比大增166.98%-192.41%，当天股价
大涨6.14%。冀东水泥预告中报净利润
达 4.8 亿 元 -5.3 亿 元 ，扭 亏 幅 度
533.45%-578.60% ，股 价 收 盘 飙 涨
8.94%。

还有，梅泰诺 6 日公告中报预增
100%-130%，净利润预计3.5亿元-4.03
亿元，当天更是跳空高开，开盘后立刻直
线拉升封涨停至收盘，收盘价10.86元为
近一个月高点。

实际上，记者据Wind数据梳理发
现，截至6日收盘，当日24家公司发布了
中报业绩预告，资金明显对业绩向好公司
表现出追捧。最有力的佐证是预增或扭
亏幅度下限高于100%的8家公司中，当
日股价表现几乎都不俗，除了上述4家公
司，还可以看到中粮地产、华鲁恒升和津
膜科技的涨幅都超过了2%，新兴铸管涨
幅超1%跑赢大盘。

对比来看，资金对6日业绩预告不佳
公司明显不太感冒，5家预计中报业绩垫
底公司股价全部下跌。例如预计中报业
绩下滑18.81%-36.85%的碧水源，当日
股价就大跌9.40%。

预喜公司周涨18%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7月以来，资金

对中报业绩大幅预喜公司已然开始关注。
7月4日两市出现较大调整，然而，当

天传来中报业绩暴增超过31倍的安阳钢
铁逆势涨停，同日预告中报至少盈利41.8

亿元、增长2.5倍以上的华菱钢铁也涨近
4%，结果当天钢铁板块表现抢眼。还有
甘肃电投，当日预计扭亏幅度高达10倍
以上，也强势涨停。

7月5日，*ST佳电预告预增超过24
倍后，当天封涨停。再往前，7月2日预计
中报增长280%以上的康泰生物当日大
涨6%以上。

部分中报大幅预喜公司股价还表现
出不错的持续走势。如虽然甘肃电投6
日下跌，但上周累计涨幅高达18.41%。
*ST佳电6日继续封涨停，上周累计涨幅
3.13%。

7月5日预告中报扭亏幅度超600%
的福建水泥，连续两天飘红。安阳钢铁本

周涨幅超过5%，经纬辉开、创维数字等上
周涨幅也可观。

津膜科技、华菱钢铁等上周涨幅不高
或者仍为下跌，但都跑赢大盘，有扭转之
前下跌之势。

大同证券分析师刘云峰表示，随着市
场近日持续、较充分调整，资金已有开始
寻找反击机会的迹象。而中报披露季临
近下，业绩正是重要的切入点，大幅增长
甚至超预期会成为资金撬动个股行情的
契机。因此虽然A股筑底可能还会继
续，但是不排除中报绩优、估值有优势的
品种会提前启动。大体来看，部分中游行
业和成长股是中报优异较集中地。

综合《大众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本 周 解 禁

解禁压力小有利反弹

白 杰 品 股

量能先行

掘金龙虎榜

保险业资金净流入

制图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