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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孝子为父创奇方

一粒通便秘

谈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博士，是有

名的孝子，曾经他的父亲患有严重便秘，平日腹

胀难忍， 多方治疗也不见成效。 谈博士有些汗

颜，自己身为医生连父亲的便秘都治不好。 所以

下定决心为父亲一定要攻克便秘！ 他查遍古今

研究发现，便秘是由虚症引起：气虚则肠无力、

蠕动慢；血虚则津液少、无法润滑大肠。 所以治

疗便秘要以补养为主。 常规药物以导泻为主，越

泻越虚，便秘就更加严重！

经多年研究谈博士创造性的选用三参（苦参

10克玄参 7克、西洋参 15克），并辅以芦荟 5克、

厚朴、枸杞各 10克，蒸煮熬焙，每日一次。 谈父服

用后，果然神奇，即没腹泻，也没腹痛。 2个月便秘

康复，以后一天一次香蕉便。 谈博士总结此方可

大补气血、协理阴阳，给肠道直接补充营养，当天

即可顺畅排便。 如今谈父已 70多岁

高龄身体健朗， 连感冒都不容易得，

精气神十足！ 谈父对其说，别总想着

治大病，治好便秘也是造福百姓！ 于

是， 谈博士将该方报请国家批准生

产， 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服用一粒即可松软排便，所以被国家命名为“排

毒一粒通”。

不腹泻、不腹痛，排香蕉便，无效退款！ 谈博

士不仅对父至孝，对患者也是高度负责，工作一

丝不苟，成绩斐然，故被国家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出于对患者负责，谈博士保证，绝大多数患者仅

需一粒， 严重患者服用两粒，12小时即可排出香

蕉便，2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可停药,买五盒送一盒

买十盒送三盒。5日内无效可全额退款！患者可拨

打0731-82083489咨询送货， 或到长沙市星城大

药房（东塘百幸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

店）、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南门口好又多药号、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各地市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记者 李治 实习生 王娜

就如同各大网站纷纷玩起微博一样，

奥特莱斯今年在百货业正走红。正当股民

猜测友阿奥特莱斯今年能在多大程度上

扮靓友阿股份（002277）报表的时候，4月

27日，董事长胡子敬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上表示，奥特莱斯已由年中开业，改成了

年内开业。

对股民关于友阿股份扩张步伐过于

低调的疑问，胡子敬爽朗回应，“当个地主

就很好”。

友阿奥特莱斯遭人嫉妒

今年开始试营业的奥特莱斯，让不少

尝鲜客感受到了一线品牌超低折扣的实

惠。 但当很多人以为友阿股份今年将用

“五一”小长假，让这种新业态在湖南长株

潭集合地带正式亮相时，却失望了。

毫无疑问，长沙奥特莱斯的进展速度

比胡子敬想象的要晚。

长沙奥特莱斯预留了28间门店给国

际一线品牌，但“他们希望能够做起来以

后再进驻”。奥特莱斯就在地铁口旁，但长

沙的地铁开通还要两年。此外，去年超长

的雨季，耽误了一些土建工程。

以长沙奥特莱斯为例，董事长胡子敬

对他做的这笔买卖非常满意：长沙奥特莱

斯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国际性，人们花很

低的折扣就能买到国际一线品牌；其二是

所处的位置发展前景非常大，长沙奥特莱

斯的选址几乎得到了所有供应商的认可。

“广州友谊集团去年专程来长沙考察

我们的业态，临走前，他们老板说最嫉妒

的，就是我们的奥特莱斯”。

此时，胡子敬脸上的表情，像个考了

高分的孩子。

只做“河东狮”，不愿河西落子

一边是奥特莱斯的重兵布局，一边是

对长沙河西地区步子的谨慎态度。 这一

点，也让小股东心生疑窦。

友阿股份和步步高都出自湖南，而友

阿股份无论在资历还是辈分上都比步步

高年长许多。友阿股份这位大师兄似乎比

步步高这位小师弟在投资上要显得处处

谨慎许多。

出道没多久，步步高就加紧省外扩

张渗透， 连锁店已遍布广东、 江西、湖

北、贵州等地；友阿股份显得非常谨慎，

不仅极少在省外布点（只在天津一处投

资奥特莱斯）， 就算在省内步履也有些

“拘谨”：今年4月，步步高斥资4亿打造

的“大河西”最大城市商业综合体已现

雏形，而友阿股份至今仍未涉足河西溁

湾镇商圈。

胡子敬对此的解释是，友阿的重心

放在河东。有调查长沙人的消费习惯显

示， 河东的人很少选择去河西购物，而

河西的人大部分愿意到河东购物，“在

河西设点成本高、风险大，出于战略角

度考虑， 我还是会选择主要投资河东。

这是商人的直觉”，胡子敬笃定地总结。

当个地主就很好

“我只做赚钱的事。”对于友阿股份

低调的扩张步伐，胡子敬表示，我们的

理念是又好又快地发展，企业扩张的节

奏不能太快，友阿股份的发展一直与长

沙城市发展布局相协调。此外，友阿股份不

轻易在外地布点，在外地人生地不熟，很容

易失败，还不如专注于本土，“当个地主就很

好”，胡子敬笑称。

本报4月27日讯 经过去年重组后，

ST天润（002113）的投资者以为可以松

上一口气了，不料竟然看到挂星的消息。

持股年余的小散李先生很担心，“不会退

市吧”？

每股亏2.88元，沦入退市边缘

“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如果今年继续

亏损的话， 将可能退市，”ST天润的董秘

罗林雄今天在电话里向记者承认。

天润发展2007年2月在深交所中小

板上市。 上市3年来，ST天润的业绩出现

悬崖式暴跌，2008年净利润为531万元，

2009年净利润亏损7147.56万元，2010年

净利润亏损扩大至34142万元，每股出现

2.88元的亏损额， 令资本市场瞠目结舌，

已经沦入到退市的悬崖边。

ST天润4月28日复牌，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ST

天润。

一季报扭亏，或有转机

濒临退市边缘，ST天润不得已卖壳

求生。

去年9月，ST天润原第一大股东岳阳

市财政局以9.58元/股的价格向广东恒润

华创转让持有的2540万股， 占总股本的

21.45%。 恒润华创承诺36个月内不转让

及12个月内投资2亿元以上在岳阳上新项

目谋求转型。

新东家入驻半年多以后，“各方面都还

顺利”，罗林雄称。

从常识判断， 恒润华创就是使出吃奶

之力，也要将业绩扭亏，否则去年以来所有

的努力都是白费。ST天润今天公布的2011

年一季报仿佛也证明了大股东的想法。一

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21.87万元， 去年同

期亏损2885.4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0.010

元，去年同期为-0.244元。

看起来，转机已经出现，但一切仍有待

观察。

■记者 李治

是购买低净值的基金，还是购买净

值高的基金能带来更优的投资回报呢？

很多人倾向于购买净值较低的基金，理

由是净值较低的基金升值潜力和空间

大。事实上，这只是个假象。

基金净值高低其实只是一个表象

而已， 各种基金并不是同质的商品，不

能简单地用净值来衡量。同时成立的两

个基金，如果投资策略相同、投资标的

相同、 基金经理不变且投资风格稳定，

净值高的基金说明其在过去的投资实

力强，意味着每份基金所包含的资产价

值高；净值低的基金在过去的投资实力

弱，每份基金所包含的资产价值低。

投资者该如何避开基金净值误区

呢？

首先，不能单纯以基金现时净值高

低来选择基金，对净值较低基金的偏爱

可能会使投资者丧失长期增值机会。基

金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关键是看基金未

来的成长性如何。投资者应从基金管理

人的管理能力、团队的专业素养、过往

的业绩和基金未来的增值潜力等线索去判

断基金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其次，不能认为基金净值低，同样的金

额可以购买更多的份额， 投资回报就一定

更高。投资基金应该看预期回报率，同样是

2万元， 投资一只8毛钱的基金和投资一只

1.8元的基金，如果一年的预期回报率都是

20%，那么一年后获得的收益都是4000元。

同样，如果市场下跌，所有的基金都将承受

风险，并不是净值高的基金就跌得更快。

最后， 如果你的基金知识还不够丰富

和专业的话， 可以参考一些权威的第三方

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

■记者 李庆钢

4月26日晚， 双色球第2011047期开

奖，开出的红球为04、13、23、25、27、33，蓝

球为14。当晚头奖开出3注500万元，被湖北

和四川(2注)彩民中得；二等奖中出78注，单

注奖金33万余元，我省湘潭彩民收获1注。

双色球第2011043期到第2011046期

共送出112注头奖， 大井喷使得奖池维持

低位。 第2011047期开奖后， 奖池有所回

暖，达到7653万余元。 ■李丹西

牵手倍投与附加玩法 成就3D大奖

3D第2011101期开出组三号码886，一

位彩民在邵东县解放路的43099121号投

注站中得3D附加玩法1D�140倍。中奖彩民

钟情于小盘玩法3D，偶尔会中几注单选，更

多的时候却苦于只中了一个位置而与大奖

擦肩而过。自3D附加玩法上市以来，他就经

常在投注3D的同时，搭配附加玩法投注，收

获颇丰。这次他就是看好个位6，果断倍投

了140倍，赢得奖金1400元。

3D附加玩法作为对3D玩法的补充，

具有中奖率高的特点，希望彩民朋友在投

注3D玩法的同时，关注附加玩法，大奖小

奖齐丰收。 ■王容

“河东狮”胡子敬甘当“地主”

福彩双色球再送 3注

500万元头奖

业绩悬崖式暴跌，ST天润今日挂星

基金净值高低

不是选基标准

本报4月27日讯 今日晚间，电广传媒

发布了业绩公告： 2010年净利润40560.52

万元， 比上年增长1513.06%。2011年一季

报比上年同期增长4325.87%。

公司以“深圳达晨”为平台，2010年推

进蓝色光标、数码视讯、和而泰、金凰珠

宝、达刚路机、太阳鸟、中南传媒、晨光生

物、恒泰艾普、拓尔思（已过会待发行）等

10个投资项目成功上市，采取大宗交易

和自营退出相结合的方式， 对拓维信

息、 圣农发展等项目进行了部分减持，

实现了较高收益。

自去年12月27日起， 电广传媒开始停

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如今有了好的业绩

作支撑， 投资者们关心的依旧是电广传媒

何时复牌？“时间不好预计， 但是今年国庆

前一定没问题。”电广传媒一位工作人员透

露。 ■记者 石曼

电广传媒会炒股，有望国庆前复牌

“慧眼识金”精选基金活动，专家帮您

精挑细选。相关资料及投资建议可致电兴

业证券索取：0731-85544688�

友阿股份董事长胡子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