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列 3、排列 5第 12156期 本期投注额：19738122 元
中奖号码 4 4 0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3540
组选 ３ 4467
组选 ６ 0

中奖号码 4 4 0 2 9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38 100000

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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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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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 12067 期 本期投注额：88206089 元

22选 5第 12156期 本期投注额：1683844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3 06 11 15 21
中奖注数(注)

36
3029
46783

单注奖金(元)
12214

50
5

超
级
大
乐
透

生
肖
乐

奖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注）
2745

单注奖金（元）
６０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 (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 (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 (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 (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 (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1
0
19
7
68
8
144
52
4492
1089
18294
4296

186952
47959

2076503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0
216836
130101
17275
10365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下期奖池 256596305.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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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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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钻一等奖 6 10000
宝钻二等奖 283 100
宝钻三等奖 12316 6
宝钻四等奖 545143 2

展望

对于旗下唯一控股的上市公司，
发展集团有意将湖南发展重新打造成
一家漂亮的上市公司， 为长株潭两型
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融资平台。

就湖南发展的发展战略，杨国平
称，作为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控
股的上市公司， 公司的责任和追求，
一方面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
为我省“四化两型”战略，特别是长株

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建设做出应
有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不断提高公司
的管理水平，为中小投资者带来丰厚
的回报。

西部证券一名分析师深有感触地
告诉记者，湖南发展的后续经营，置身
在湖南如火如荼的长株潭两型社会建
设中，以其背景之宏大，发展空间难以
限量。

战略布局逐步清晰

新一轮家电节能补贴政策终于尘
埃落定， 消费者翘首以盼的节能政策
全面出台。为了回馈海尔的新老用户，
同时为了积极响应国家节能补贴政策，
6月9日海尔携手通程在长沙东塘旗舰
店率先举行节能惠民工程启动仪式，省
质监局和市能源局相关领导出席，第一
时间将国家的这一大好政策，及时地宣
告给湖南的广大用户。

据悉，本次节能补贴将持续一年的
时间，专家预计节能补贴的启动很有可
能将引发节能家电的消费高峰。目前国
内空调市场变频与定频产品的市场份

额已发生巨大转变， 变频已经领先定
频。而记者第一时间从公布的这份高效
节能空调推广目录中也发现，在所有参
与节能新政投标的空调企业中，海尔此
次中标的变频空调型号位居行业第一，
而且是全部中标。

凭借全球领先的节能技术与产品，
在刚刚公布的“2011年中国节能产品企
业领袖榜”榜单上，海尔品牌定频空调、
变频空调、电冰箱、洗衣机、电饭锅和电
热水器六类产品共51个型号入选节能
领袖榜，成为入选品类与产品型号最多
的企业。在海外市场，海尔冰箱获得了

美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等多
国政府的节能补贴。在欧洲，海尔空调的
变频技术和高效省电效果得到了欧洲
EUROVENT标准的A级认证和欧洲001
号节能认证，并获得意大利、希腊等欧洲
国家的节能补贴。 ■记者 杨迪

6月开局，彩市依旧如火如荼。略有松
动的双色球奖池， 令人惊喜的3D对子号，
七乐彩派出400万的特等奖， 都给彩民以
无限遐想和惊喜。

6月 10日晚 ， 福彩双色球进行第
2012067期开奖， 当期开出10注700万元
头奖；二等奖181注，单注奖金16.5万元，计
奖后奖池为9.94亿元， 再次直逼10亿元大
关。据统计，双色球奖池自5月31日计奖结
束后，奖池略降至10亿元，并一路走低，从
9.96亿元降至9.67亿元，截至第2012067期
开奖， 双色球计奖后奖池再次攀升至9.94
亿元，看涨势头逐渐清晰。

无独有偶，福彩3D和七乐彩在上一周
也频频爆出惊喜。6月4日晚， 七乐彩第
2012064期开出首注特别奖，派奖奖金400
万元。当期一等奖开出两注，单注奖金141
万元， 分别出自内蒙古自治区和江西省，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的一等奖和特别奖
总计567万元的丰厚奖金均被一人揽获。

而近期中奖一直平淡的福彩3D也在
6月5日晚掀起返奖狂潮。 当期，“对子”
———828遗漏长达27期后于第2012150期
开出， 结果致使返奖率高达79%， 催生出
40549注单选奖、39108注“组选3”奖，共派
出5309万多元奖金。据统计，“对子”号27
期后姗姗来迟， 创造了福彩3D上市以来
“对子”最长遗漏周期。 ■于海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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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磨砺的金果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
果实业”）曾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于1997年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可惜短暂的
风光过去之后，其经营状况江河日下，很长
一段时间，“金果” 远没有它的名字那么亮
眼。1998年7月， 湖南经建投（湘投控股前
身） 受让股权成为*ST金果大股东。2003年
12月， 湖南经建投将所持24.91%的法人股
转给银泰投资，选择退出。

两年后，因银泰投资操控*ST金果乏善
可陈， 无奈之下湘投控股重新接盘， 并于
2006年将控股权转至湖南电子信息产业，
但亦因行业不景气无力回天，2006年和
2007年，*ST金果两年连亏，濒临退市边缘。

就在股民们心急如焚之际 ，2008年
7月，中加矿业宣布入主金果实业，但最后
还是不了了之。2009年公司年报的审计结
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 公司股票在该年报
披露后被暂停上市。2009年4月， 千万股民
再次陷入漫长的等待之中。

“一次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这一次，股民们的等待是有价值

的， 新的重组方是在湖南资本市场久负盛
名的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发
展集团”）。衔命而来，厚积薄发。

“我们借壳金果实业，寄托了省委省政
府太多的寄托和嘱望， 从一开始起就有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生怕辜负了省领导
的厚望，股民们的热情。”湖南发展总裁刘

健这样回忆。
2010年10月， 公司成功完成重大资产

重组，置换出连续亏损的CRT资产及业务，
主营业务变更为盈利稳定的水力发电。“在
重组开始的时候，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连
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人士都认为这是一
件不可能做成的工作。” 在一次内部会议
上，发展集团董事长杨国平如是感慨。2011
年1月25日，公司更名为湖南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接踵而至的二次重组
“第一次重组是为了‘保牌’，二次重组

则是谋求更好的发展。”湖南发展董事长杨
国平告诉记者。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就积极谋
划二次重组，2012年1月10日， 在交出一份
靓丽年报的同时，*ST金果正式发布了这项
重组预案，称拟以定向增发方式，收购大股
东发展集团持有的湖南发展集团九华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九华城投”）
100%股权。 九华城投100%股权对应的净
资产价值6.42亿元， 按照8.23元/股的增发
价，*ST金果此次需向发展集团定向发行不
超过7798万股。据初步预测，九华城投2012
年全年预计实现净利润1.51亿元。目前二次
重组方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已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作为国家级示范园区湘潭九华示范区
指定的重要城市综合运营商， 业内不少人
士都认为，九华城投资产优良，公司发展前
景值得期待。

*ST金果重组四载，暂停上市两年之后，由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成功并复牌

6月15日复牌！金果修成正果

湘潭九华示范区园区规划效果图。该示范区地处长株潭核心地区，总体规划和产业
发展规划138平方公里。到2015年，九华示范区将打造成为全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新农村建设的引导区和样板区。

海尔在湘启动节能惠民工程仪式

用户购变频空调首获节能补贴
一周彩市盘点：
惊喜频现，3D返奖率攀升

■记者 李治 李庆钢 见习记者 黄利飞

湖南资本市场传来捷报：暂停上市两年有余，湖南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湖南发展”)恢复上市申请终于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将于6月15日复牌。

经济信息

6月8日， 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公益文化中心、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三公仔·爱子有方”第
三届启智绘画大赛颁奖典礼暨优秀作品义
卖会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 大赛组委会从
150家幼儿园选送的两万多幅作品中评选
出了30多幅优秀作品， 并通过现场义卖优
秀绘画作品的方式， 为长沙市第一福利院
患软骨瘤的9岁儿童李夏勋募集治疗费用。
主办方之一王老吉药业的负责人唐朝军表
示，公司将继续坚持科学、爱国、济世的原
则，取之社会，回馈社会。

儿童绘画
义卖助软骨瘤小朋友
———“三公仔·爱子有方” 启智绘画
大赛颁奖典礼暨义卖会完美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