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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凌晨，明晟公司公布
一系列 MSCI 指标的半年度审
查结果，其中包括MSCI中国A
股指数和MSCI中国股票指数，
A股纳入标的获确认。这意味
着名单上的 234只个股，将于 6
月 1日起被纳入由全球 12万亿
美元资产跟踪的 MSCI 指数体
系中。

哪些个股最终入选？

根据 MSCI 公告，234 只 A
股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纳入
因子为 2.5%。加入的A股将在
MSCI 中国指数和 MSCI 新兴
市场指数中分别占 1.26% 和
0.39%的权重。

分行业来看，属于银行、非
银金融、医药生物等3大行业的
公司数量最多，分别为30家、20
家、18 家。从公司市值占比来
看，最高的属于银行业，占比高
达 31.47%；其次是非银金融，占
比达 13.04%；食品饮料排第三，
占比为6.74%。

加入MSCI带来多少增量
资金？

对 A 股而言，最期待的自
然是加入 MSCI 带来的增量资
金。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次
加入MSCI将给A股带来约500
亿人民币增量资金。

根据MSCI数据，跟踪MS⁃
CI新兴市场指数以及全球市场
指数投资的资金规模大约分别
在 1.6万亿和 3.2万亿美元。另
外，新兴市场指数所跟踪的标
的，约占MSCI的全球市场指数
所跟踪标的市值的 12%，因此
可推算出约有 496 亿人民币资
金可能会因跟踪 MSCI 指数而
流入A股市场。

近500亿元资金何时进入
A股？

指数基金顾名思义就是以
特定指数的成份股为投资对象
的基金，通过购买该指数的全
部或部分成份股构建投资组
合，以追踪标的指数表现的基
金产品。通常而言，指数基金
以减小跟踪误差为目的，使投
资组合的变动趋势与标的指数
相一致，以取得与标的指数大
致相同的收益率。

但就算跟踪某特定指数，
指数基金还分成“参考跟踪型”
和“挂钩跟踪型”。前者与跟踪
指数之间非硬挂钩，存在一定
自主操作空间，后者基本与跟
踪指数表现一致。

MSCI 数据显示，“挂钩跟
踪型”指数基金的规模占比约
5.7%。结合MSCI时间表推算，
在 6 月 1 号附近必须要买入 A
股的资金规模仅约 28 亿人民
币，其余约 468亿人民币的“参
考跟踪型”指数基金可以择机
选择配置A股时点。

年内 A 股日均成交额约
4649 亿元人民币，此次预计将
进入 A 股的 MSCI“挂钩跟踪
型”和“参考跟踪型”指数基金
的规模约分别占A股日均成交
额的0.61%和10.06%。

截至 5 月 8 日，沪/深股通
持股市值达 6402.91亿元，呈现
不断攀升趋势。央行口径下的
境外机构与个人持股规模也在
今年一季度末达 1.2万亿元，同
比增长 54.69%。目前，沪/深股
通累计净买入分别达 2510.51
亿元和 1990.3 亿元，双双创下
历史新高。

A股“入摩”将带来哪些影
响？

短期来看，尽管 A 股纳入
MSCI增量资金规模并不大，但
是市场分析认为，应该重视 A
股正式纳入 MSCI 事件的积极
象征意义及长期影响。

国金证券认为，长期来看，
A 股纳入 MSCI 将促进 A 股国
际化，改善A股投资者结构，倒
逼市场制度和规则的进一步成
熟完善，推进衍生品市场发展，
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等。目前
A股投资者结构中，散户占比较
大而机构投资者比例较小。A
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后，
国外机构投资者将更广泛地参
与到 A 股市场，一方面促进 A
股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提高 A
股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改善投
资者结构，倒逼市场制度和规
则的进一步成熟完善等。此
外，A股纳入MSCI将推动全球
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从而

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进
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申万宏源则指出，A股纳入
MSCI后，随着外资持股占比持
续上行，A股的波动性、换手率、
与全球市场的联动等方面会出
现趋势性变化。申万宏源预
计，A 股波动性短期阶段性下
行，长期中枢下移；换手率中枢
也会下行；A股纳入MSCI初期
与全球市场联动性均显著提
升；长期与全球市场联动性在
曲折中缓慢上行。

对于外资更多进入A股市
场，投资者需要转变投资理念，
学习外资的投资经验。坚持价
值投资、理性投资，争取在A股
结构性行情中捕捉到投资机
会。特别是散户投资者须认识
到，A 股投资者结构在发生变
化，市场监管力度也在发生变
化，若不改变“四炒”陋习或面
临较大风险。

除了股票，还能怎么参与A
股“入摩”利好？

答案是投资合适的 MSCI
基金。

自去年8月开始，各大基金
公司便开始快马加鞭地布局
MSCI 基金。证监会最新公布
数据，截至 5 月 4 日，申请成立
的 MSCI 基金共有 28 只，已获
批复的 MSCI 基金有 17 只，其
中已发行的有11只。

其中，2018年以来，直接以
MSCI为名的基金已成立 6只，
至认购截止日共募集到 114.22
亿元。此外，还有超过 10 只
MSCI基金“整装待发”。

综合

保险业进入移动智能时代

市平安财险率先实现车险在线理赔
本报讯 （记者 嘉瑛 通讯

员 朱伟国）在智能化时代的当
下，以往程序繁琐的车险也能在
家轻松点点就能搞定了。日前，
市平安财险在业内率先推出车险
保障新模式，市民在家通过手机
软件即可在线办理车险报价、续
保、理赔等事宜，节约了很多人力
和时间成本。

“去年，我为了办理车险，跑
了好几趟保险公司，还跟单位请
假出来，浪费时间不说，还影响了
我的正常工作。”市民李先生无奈
地说道，每年到办理车险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麻烦，钱倒是小事，关
键是办理程序比较麻烦，还非本
人到场不可。不过，让他感到非
常惊喜的是，今年的车险，居然在
家仅用十分钟就搞定了，因为通
过专门的车险手机软件系统，几
分钟就可以办好提交价格、续保
等程序，还可以自助缴费，非常方
便快捷。

“在移动智能时代，手机点一
点，衣食住行都能搞定。同样，身
为车主，也期望为爱车购置车险
的过程是方便快捷、细则明确、流
畅安全的。基于消费者的切身体
验和需求，我们打造了时尚、领先
的车险购买新模式，只要拿出手
机搜索相关APP、微信小程序，即

可 30 秒体验在线报价、一键续
保、自助理赔等功能。”市平安财
险总经理李军告诉记者，目前，在
我市车险行业内，该公司的做法
是非常领先的。近年来，平安财
险坚持依托创新科技，为消费者
提供“安心、简单、温暖”的服务体
验，创新了多项服务举措，从车主
购险、续保、理赔等车主服务场景
出发，通过对智能算法、信息安全
的不断优化，升级出“在线报价”、

“一键续保”、“自助理赔”等线上
功能。

具体来说，对于缺少车险购
买经验的新车主、疑惑续保价格
的老司机来说，“在线报价”大大
简化了选购车险的比价流程，突

破了传统的依靠中介和代理人的
销售模式，市民可自助通过官方
渠道，依次填写城市、车牌、购车
时间等信息，系统即可在30秒之
内精确报价，10分钟完成投保流
程。更贴心的是，系统报价页面
还会清晰地列出各项保障内容及
对应价格，让车主一目了然、心中
有数。

在让很多市民尤为忧心的事
故理赔环节，平安“自助理赔”将
行业内至少2~3天的常规理赔时
间大大缩短。符合线上理赔条件
的事故仅需报案、拍照、上传三步
操作，赔款即可快速到账。同时，
车主用户可通过软件“理赔中心”
及时查看理赔人员具体位置、预

计到达时间、车辆理赔维修过程
等信息，实现全流程的自助化、可
视化、透明化。

与此同时，市平安财险还在
业内率先推出了车险理赔爆款服
务“510 极速查勘”，覆盖率已
达 88.41% ， 依 托 行 业 资 源 优
势，平安财险还不断丰富线下用
车的产品和服务。据悉，其移动
互联网平台合作超过 20000家综
合修理厂、 8000 家保养连锁
店，提供加油、保养、救援等
70 余种用车、养车、安全管理
等一站式车主服务，为车主打造
一个安全、开放、便捷的掌上

“用车助手”平台。

保障保障民生民生

A股“入摩”在即
关注股价尚在底部优质公司

本报讯（记者 嘉瑛） A 股
市场在摆脱跌势并企稳之后，本
周又迎来了六月开始正式被纳入
MSCI指标体系这一重大利好消
息，上证指数继续保持震荡向上，
而很多个股也走出阴跌格局。对
于后市，我市两位牛散分析认为，
从市场面、政策面、资金面等多方
面因素来看，A 股有望在不久的
将来形成向上突破态势，个股方
面蓝筹股和成长股的机会更多。

牛散“梁华机械”提醒投资
者，对于市场的分析判断不能太
过表面和感性化，而需借助理性
的数据依据。在他看来，从上周
上证指数重新站上上升趋势关键
点位 3152点后，市场就已走向上
之路了，只是很多股民还是纠结
于一时个股涨跌。沪市从 3500
多点下来调整这么长时间，无论
是大盘还是个股，估值都已到相
对安全区间，向上的空间也逐渐

展开，对于广大股民来说是好
事。眼前，A股“入摩”时间确定，
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催化剂，
会对资金入市和人气聚集发挥不
可小觑的重要作用。目前来看，
大盘还在震荡盘升过程中，注意
大盘涨到 3200~3220的位置要密
切关注：如果可以站上 3220 点，
就可以再看高一线，否则有加速
下破3152点的风险。

牛散“阳百万”则从技术上分
析指出，市场未出现逼空式上涨，
而是继续沿着上升趋势震荡向上，
个股也是热点交替、涨跌互现，利
于市场人气和资金的恢复。目前，
上证指数回升到 3200点一线，短
期均线虽拐头向上，但周K线组合
还未走出下跌趋势。由于量能不
能有效放大，股指维持震荡，市场
难以走出波澜壮阔的行情，如有脉
冲走势也不可持续。“入摩”名单公
布，投资者可关注股价仍在底部的
优质标的公司，作长期配置；场内
博弈抱团明显，前期龙头板块医
药、芯片作调整后，仍存在机会。

论坛论坛牛散牛散

一直以来，部分保险公司
往往以保费规模为导向，不正
当竞争等失信行为屡见不鲜。
为扭转这一态势，监管部门开
始连续重拳出击，相关工作已
被提上日程。2018 年保险业将
全面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目前
监管部门已确定的五项任务
是：加强保险业信用制度建
设、完善保险业信用联合奖惩
机制、严厉查处保险领域违法
违规失信行为、加快保险业信
用信息系统建设、推进保险业
诚信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

首个任务是夯实信用制度
建设和狠抓信用制度落实。据
业内人士透露，监管部门正在研
究建立健全保险信用监管制度，
包括出台《保险实名登记管理规
定》，以及修订相关监管规章制
度，明确将严重失信行为作为资
格禁入条件。此外，将对严重失
信或因严重失信行为被国家有

关单位确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的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采取
相应监管措施。其次是健全保
险领域违法失信相关责任主体
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始终保持对违法违规失信
行为的高压态势。将失信风险
突出的业务、机构和领域作为
各级监管部门监督检查重点，
及时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严肃
追求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
任，积极稳妥防范和处置各种
信用风险。据了解，监管部门
将开展对涉保险领域失信企业
的专项治理。

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
在加紧推进中。据业内人士透
露，今年将扎实推进保险业信用
信息系统建设，并逐步实现保险
业信用信息系统与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保险监管和保险机
构有关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此外，今年还将加强保险
业职业道德教育和诚信服务教
育，并推进保险业诚信文化建
设。证文

今年保险业将全面推进信
用体系建设

信息信息金融金融

资讯资讯股市股市
A股6月起正式获得国际“认证”

丹阳财经维权投诉热线：
13861349763

丹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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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36487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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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4部影片：
小罗伯特·唐尼、克里

斯·埃文斯主演动作、冒
险、奇幻、科幻电影《复仇
者联盟 3：无限战争》；凯
特·玛拉、拉蒙·罗德里格
兹主演传记、剧情、战争电
影《战犬瑞克斯》；闫妮、邹
元清主演喜剧电影《我是
你妈》；井柏然、周冬雨主
演爱情电影《后来的我
们》。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小罗伯特·唐尼、克里

斯·埃文斯主演动作、冒
险、奇幻、科幻电影《复仇
者联盟 3：无限战争》；徐
峥、王丽坤主演剧情电影
《幕后玩家》；闫妮、邹元清
主演喜剧电影《我是你
妈》；井柏然、周冬雨主演
爱情电影《后来的我们》；
杨子姗主演《路过未来》。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
米埃影城免费提供3D框
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 低 票 价 提 前 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
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
影城。

信息收集：岳春芳

近日，深圳皇岗海关连续
查获5宗携带“无刺仙人掌”银
冠玉入境案件。据深圳海关
通报，多肉植物银冠玉含有致
幻生物碱，可令人产生幻觉、
精神混乱，甚至威胁生命。于
是网上开始流传“多肉植物会
致幻，千万不要养了”的消
息。这对喜爱“多肉”的朋友
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

那么，我们到底还能不能
愉快地种“多肉”了呢？是所
有“多肉”都有毒性还是只有
一部分多肉植物具有毒性
呢？为此，记者走访了中科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

■别恐慌
有毒“多肉”不入口就没事

人们常说的多肉植物，在
植物界不是指单一的某个科属
类群，而是对茎或叶的营养器
官具有肥厚多汁特点的一类植
物的统称。据统计，常见的多
肉植物至少来自 25 个科，如
萝藦科、仙人掌科、番杏科、
景天科等，全世界各种多肉植
物近 1万种。由于“多肉”在
植物界中的来源复杂多样，因
此不可以偏概全地对其作概
述。

中国科学院昆明事务研究
所标本馆工程师上官法智长期
以来关注植物及其毒性的研
究。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深
圳皇岗海关截获的银冠玉，是
仙人掌科乌羽玉属植物，原产
于北美洲西部。此属植物含有
名为“墨斯卡灵”的生物碱，因
此也被多肉爱好者称为毒仙人
掌。服用这种生物碱后，会短
暂影响人的听觉、视觉感受，从
而产生幻觉，是一种植物类致
幻毒品，过量或者长期摄入的
确具有极大风险。

除了银冠玉外，还有一些
科属的多肉植物具有潜在的毒
性风险，也须引起注意。比如，
大戟科大部分多肉植物的白色
汁液有毒，如麒麟掌、布纹球、
龙骨、光棍树等茎叶中的白色
汁液会让皮肤出现红肿、瘙痒
等过敏症状。

而萝藦科的多肉植物一般
也不好惹，它们的白色乳汁常
有毒，不宜食用。此外在龙舌
兰科、景天科和仙人掌科植物
中，有部分物种的汁液、毛刺，
会引发皮肤瘙痒、皮炎和一些
过敏症状。

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也无
需对多肉植物有过多担心，上

官法智强调，有毒多肉植物只
是“小众”，并且其毒性物质多
数属于生物碱类，并不具有挥
发性，只要不入口，一般不会有
健康风险。如果皮肤不小心接
触到植物汁液，及时用清水清
洗即可。一些可能造成健康风
险的多肉植物，则须远离小孩
和宠物，以免误食。

■能治病
不少“多肉”具药用价值

其实多肉并不是只有致幻
之毒，有些还有治病之功。

上官法智说，我国大量原
产高颜值多肉植物，不少还具
有药用价值，芦荟是公认的应
用最广的药用多肉植物，它有
上百种。根据文献记载，因富
含芦荟素、芦荟大黄素和多种
氨基酸、维生素等成分，芦荟可
治疗疥癣、痤疮及烧伤、切割
伤、擦伤、冻伤、撕裂伤、灼伤
等，且不留疤痕，还对便秘、痔
疮、胃溃疡、肺结核和高血压等
症有效，在化妆品、食品和制药
业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刺少
肉厚的仙人掌属植物茎片去皮
捣烂后外敷，能治痈疖等皮肤
病，该属中的金武扇和宝剑掌
也对腮腺炎有明显疗效；而马
齿苋、大花红景天、瓦松自古就
是药食两用的植物。

另外一些外来的栽培品种
或者逸生为野生的多肉植物，
也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如梨
果仙人掌可作为野果食用，龙
舌兰可作为纤维材料，番杏和
落葵可作为蔬菜食用。但专家
提醒，应在清楚了解所种植的
多肉品种和特性后才能运用，
避免因鉴别错误导致误食中毒
或其他不良后果。

■慎海淘
入境“多肉”需进行检疫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旗下的昆明植物园，有一个占
地 30 亩的温室花卉区，其中
仙人掌及多肉植物馆繁育有近
300种原生多肉类植物，工程
师郗望负责这里的运维管理。

郗望介绍说，由于国内外
大量种植繁育，多肉植物每年
新品种层出不穷，在选购时根
据自己的喜好和种植条件挑选
即可，但要考虑在有充足阳光
和透风透气的场所种植。如自
家空间较小，可选择体型较小
的“多肉”；如果光照环境不
足的，可选耐荫生长的品种；
如当地气候常年潮湿闷热多雨
的，可选择耐热耐湿的品种。

同时，上官法智和郗望也
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多肉植物
时，应当尽可能到正规商家和
大型专业花卉市场购买，不可

“海淘”多肉植物活体和种子。
如直接从海外购买或携带

多肉植物入境，需要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
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
检疫物名录》规定，种子、种
苗、苗木及其他具有繁殖能力
的植物材料以及有机栽培介质
位列禁带名录的，禁止进口。
通过携带或邮寄方式入境的动
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经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许可，并具有输出国家或地区
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则
不受此名录限制。

未通过我国检验检疫部门
许可进入的多肉植物，可能会
携带有各种种子、昆虫、病菌
等有害生物，从而威胁我国国
门安全，有触犯法律的风险。
此外许多多肉植物也是《濒危
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或《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明
令不允许进出口的。

（汉斌）

多肉植物会致幻？
专家表示：有毒的只是“小众”，不误食问题不大

昨日创历史上5月“最高气温”

今起雨水来袭 换凉席要等等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丹气）昨日，全市气温跳过
高温线35℃，据气象部门监测最
高温度达到了 36.9℃。今天白
天，虽然气温有所下降，但还要
继续热着，温度也突破了“3”字
头，不过热完以后还是要防“狂
风大雨电闪雷鸣”。气象部门预
计，今天全市阴有阵雨并渐止转
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
或雷雨，此后本周剩下的时间可
能就是阴雨和你作伴了。

创历史上5月份“最高
温”

“才 5 月份怎么就有这么

高的温度啦！”“走在室外像一
只嗷嗷待烤的‘小猪’。”一大
早推开窗，热感扑面而来，再
加上火辣辣的太阳，让人感觉
已经到了 7、8月份了。朋友圈
里有晒趣图调侃“太阳”的，
有晒出门前后对比图的……总
而言之，昨天的高温，来得实
在太突然了，让人措手不及。
据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
昨日高温天气来得有点快，是
历史上 5 月份的“最高气温”，
第二就到 2011 年的 5 月 20 日，
最高是 36.8 度，大伙儿都有点
小懵，没想到就这么经历了一
次5月份的“最高气温”。

今明两天雨水来袭

我市刚一入夏，天气就一点
都不含糊，直接展露出真正的夏
天威力。热、酷热、燥热、闷热、
湿热，各种热感轮番轰炸。今天
最高气温在31℃到32℃，温度较
昨天稍微下降了些，但仍然在

“3”字头。专家提醒，高温持续，
市民外出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
施，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
间。这两天准备换凉席睡的市
民，可要先等等，五月份的天气
多变的很。受到江淮气旋的影
响，直接表现就是出现阵雨或雷
雨等天气，提请注意防范雷电、

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可能造成
的危害，同时降水会暂缓高温天
气，明天的最高温度为30℃。

天气预报：
今 日 最 低 气 温 ：24℃ 到

25℃ ，最 高 气 温 ：31℃ 到

32℃。

18日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

或 雷 雨 ，最 低 气 温 ：23℃ 到

24℃ ，最 高 气 温 ：29℃ 到

30℃。

19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夜里雨量可达大雨，最低气温：

20℃到 21℃，最高气温：24℃到

25℃。

新华社电 5月上中旬以来，
各地气温逐步上升，儿童常见急
性传染病手足口病也进入了多
发期。专家提醒，家长应重视手
足口病早期症状，并及时就医，
避免病情延误加重。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
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以发
热，手掌、足底等部位出现皮疹
或疱疹等为主要临床表现。“手
足口病传播途径复杂且极易传
播，病毒在自然环境中存活时间
长，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鼻咽
分泌物、唾液以及接触被污染的
玩具、水杯等物品都可以造成传
染。”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赵瑞秋介
绍。

“一些手足口病早期表现应
引起家长重视，以便在最佳救治
期内得到诊治。例如，有些家长
发现孩子流涎，口腔长出疱疹或
溃疡，以为是上火症状。其实这
可能不是上火引起的，而是手足
口病早期症状。”赵瑞秋说。

赵瑞秋建议，家长应当培养
儿童养成正确洗手等良好卫生
习惯，注意个人卫生，居室要经
常通风，勤晒衣被。在手足口病
高发季节，关注儿童体温变化并
时常查看口腔、手及足底等部位
是否有皮疹，便于及时就诊、治
疗。“喝开水、吃熟食、勤洗手、勤
通风、晾被褥。”这是预防手足口
病的十五字口诀。

专家介绍，手足口病普通型
病程多为7~10天，如果没有重症
表现，可遵医嘱在家对症治疗，
多喝水、饮食清淡。儿童病好后
应继续居家隔离10天左右，采取
和患病期间一样的护理措施，妥
善处理孩子粪便，勤洗手消毒，
以防疾病传染。

手足口病进入多发期
医疗专家为防护支招

新华社电 近期，医院被寄
生虫感染的患者有所增多，这
些患者有经常吃海鲜和烧烤的
习惯。专家提醒，夏季吃海鲜、
烧烤要注意卫生，小心寄生虫
感染。

据医生介绍，一些患者喜
欢吃夜宵、吃烧烤，还有患者曾
吃过生蛇肉和蛇胆，导致肝吸
虫、裂头蚴及囊虫等寄生虫通
过消化道进入人体，引起血液
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最终引
起血管内皮损伤，有发生脑梗
和心肌梗死的风险。

医生提醒，人感染寄生虫
的主要途径是进食含有寄生虫
或虫卵的食物或饮水。烧烤食
物、海鲜、生肉里的寄生虫可以
随着食物进入体内，在人体内
繁殖。人的胆道、皮下、肌肉是
寄生虫常见的聚集地。夏天是
很多人享受美食的季节，不少
人喜欢吃“生猛海鲜”，需要注
意的是，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要
保持警惕，切忌生吃海鲜和蛇
类。

夏季吃海鲜、烧烤
小心寄生虫感染

5 月 18 日 10KV 云 阳
13111 开关以下（13111：香草
新村 1#、3#、4#、5#、6#、7#一
带）07:00-13:00。

体彩七位数
第18073期：4 5 0 1 1 0 7

体彩大乐透
第18056期：2 4 16 28 34+5 7

体彩排列5
第18129期：9 8 2 4 3

福彩双色球
第18055期：7 9 10 12 22 26+7

福彩15选5
第１8129期：4 8 10 12 13

福彩3D
第１8129期：3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