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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财富

（开奖时间10月17日）

市体彩中心电话 2613350

(第20237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5 2 4
排列５ 5 2 4 9 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4746 1040
组选6 12513 173
排列5 27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20233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15 17 23 29 32 33 0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三等奖 4 4370
好彩2 482 37
好彩3 1105 237

南粤风采36选7

中奖号码 0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3437 46
龙 255 15
春 82 ５
东 123 ５

南粤风采“好彩1”

中奖号码

3 3 4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16921 1040
组选3 29212 346

福彩3D(第20238期)

广东福彩网址www.gdfc.org.cn
市福彩中心电话 2273288 2278988

（以上仅供参考，结果以官方
网站或投注站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大乐透
(第20102期)
中奖号码前区 后区

07 11 18 20 29 09 12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2 1000万
二等奖 170 67717
追加
一等奖 1 800万
二等奖 53 54173
奖池：9.65亿元

本报讯（记者耿晓筠）
2020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
元纸币将于 11 月 5 日发
行。新版5元纸币长啥样？
对比旧版纸币有何变化？如
何鉴别真伪？近日，工商银
行珠海分行工作人员走进我
市部分社区开展新版5元人
民币及反假知识宣传活动。
专家向市民仔细讲解新版5
元人民币的票面特征，并支
招可通过“一转、二摸、三透
光”的识别技巧，提高辨别真
伪能力。

根据人民银行公告，
2020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保持2005年版第五
套人民币5元纸币规格、主
图案、主色调、“中国人民银
行”行名、国徽、盲文面额标
记、汉语拼音行名、民族文字
等要素不变，优化了票面结
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
防伪性能。据工商银行珠海
分行工作人员介绍，与2005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
相比，新版5元纸币的防伪

技术和印制质量在多个方面
进行了提升：一是增加了光
彩光变面额数字，纸币正面
中部印有光彩光变面额数
字，改变钞票观察角度，面额
数字“5”的颜色在金色和绿
色之间变化，并可见一条亮
光带上下滚动。光彩光变技
术是国际印钞领域公认的先
进防伪技术，易于公众识
别。二是增加了凹印对印面
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透
光观察可见正背面局部图案
组成完整的对印面额数字与
对印图案，触摸有凹凸感。
双面凹印对印技术是我国独
立自主研发的印钞专用技
术，充分展示了人民币防伪
技术的安全性和创新性，这
也是该技术首次应用在流通
人民币纸币上。

新版人民币发行在即，
专家向市民科普防伪小知
识：一“转”指的是5元新版
人民币正面的“光彩光变面
额编号”，旋转观察时颜色会
发生变化，当一条光带上下

滚动时，肉眼可见票据的安
全线位置将在红色和绿色之
间改变颜色，当透过灯光转
动时，可以看到货币的符号
和面额；二“摸”指的就是新

版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图
案，当触摸时有凹凸的感觉；
三“透光”指的就是多层水印
在票面的左侧，透光观察，可
见花卉图案水印。

新版人民币5元纸币来啦
工行珠海分行向市民科普防伪小知识

□本报记者 耿晓筠

如何让退休后的生活质
量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
平？安心养老到底需要多少
钱？眼下，越来越多在企业
任职的60后、70后开始认
真思考起退休后的养老问
题。对此，建行珠海分行私
人银行理财师团队提醒，主
动规划养老越早越好。

普通人的养老金从哪
里来？建行珠海分行私人
银行理财师团队分析认为，
对于在企业工作的人而言，
养老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
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其次

是企业年金，但企业年金目
前在我国的覆盖人群相对
较少。数据显示，我国基本
养老保险的理想替代率在
60％左右，但目前企业员工
实际养老金收入替代率只
有40％左右，这意味着只靠
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后生活
质量会下降很多。因此，这
部分人群如果在工作时不
重视对养老规划的投资，可
能会影响到退休后的养老
生活品质。与此同时，还有
一个隐形“杀手”——通货
膨胀，在过去 20多年的时
间里，我国的通胀率每年大
概在3%左右。所以，对许

多家庭来说，要抵抗每年
3%的财富“缩水”，需要通
过投资来抵御通货膨胀，让
资产保值增值。建行珠海
分行私人银行理财师团队
建议，要充分考虑养老目标
基金和养老理财产品的配
置，这也是个人养老的“第
三支柱”，更是需要靠长期
的、稳定的、持续的积累型
投资来完成。

如 何 打 理 好“ 养 老
钱”？据建行珠海分行私人
银行理财师团队介绍，目前
可以用来投资的养老产品
主要有三大类：商业养老保
险、养老理财产品和养老公

募基金，这三大类产品的共
同特点是以追求养老资产
的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鼓
励投资者长期持有、采用成
熟的资产分散配置策略、合
理控制投资组合波动风
险。其中，养老公募基金重
视的是增值功能，目前公募
基金已有近百只养老目标
基金，投资“门槛”普遍只有
100元，费率比股票基金优
惠，支持投资者进行长期养
老投资，能较好地满足有养
老需求的人群。与此同时，
近年来，部分商业银行理财
子公司已陆续推出养老理财
产品。

主动规划养老越早越好
重视养老目标基金和养老理财产品的配置

□本报记者 耿晓筠

香港人陈先生在粤经商
多年，近年来因年纪大了，他
想把在粤的产业卖掉，回香港
养老。一位认识他的内地“银
行支行行长”声称，可以通过
手中的外汇指标帮他将人民
币换成港币转回香港，但需要
200万元好处费。陈先生同
意了，随后将自己的6000多
万元人民币分三次汇到“行
长”指定的账户上。前两次转

账后，陈先生的钱都如期转入
他的香港账户，但第三次汇款
后，香港账户只收到了部分款
项，还有800万元一直没有收
到。经多次追问，陈先生才知
道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外汇
指标”，他的钱是通过地下钱
庄在操作。

对陈先生的遭遇，珠海
银保监分局、珠海市银行业
协会提醒，“地下钱庄”为逃
避海关监管，会利用职业“水
客”少量、多次非法携带货币

出境，这是不法分子最常见
的洗钱手段之一。非法金融
机构逃避监管的洗钱活动已
成为社会公害，广大投资者
要远离洗钱陷阱，别无意间
成为不法分子的“替罪羊”。

据了解，近年来，不法分
子洗钱的方法和手法层出不
穷。珠海银保监分局、珠海市
银行业协会温馨提示，洗钱活
动的存在会严重危害经济健
康发展，造成资金流动的无规
律性，导致国家宏观调控失

灵，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在
日常生活中，珠海市民要学会
保护自己，不仅要远离洗钱活
动，还要身体力行参与反洗
钱、反欺诈行动，包括主动配
合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
别及尽职调查，不要出租、外
借自己的身份证件、账户、银
行卡或U盾，保护个人和公司
账户安全，不要用自己的账户
为他人提现，选择安全可靠的
金融机构汇款，远离网络洗
钱，举报洗钱活动等。

远离洗钱陷阱
避免成为不法分子的“替罪羊”

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