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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问题，教你躲避集资陷阱
想知道一个亿万非法集资陷
阱是怎样挖出来的吗？ 想知道非
法集资触动了哪条“法律”的哪根
“弦”吗？想知道脚下的路能否正
确地敲开财富大门吗？
9月16日至18日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金博会现场二楼展厅处，
“湖南打击非法集资主题展”将溯
本逐源， 为你揭开非法集资的庐
山真面目。 更有湖南省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下简称湖南省打非办）工作人员
现场答疑，教你躲避集资陷阱。

德盛期货专栏

趋势空单不妨继续持有

■记者 赵伟 见习记者 雷昕
湖南打击非法集资展展区效果图。
强化教育功能的目的。

3个月精心准备4个问题
“这是湖南第一次面向全省社会群众
公开大规模的打击非法集资主题展。” 湖
南省打非办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整个展
区占地近500平方米，从方案策划、收集整
理资料到最后布展花费时间3个多月。”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三个月的精心
准备只为回答市民4个问题。即什么是非
法集资？非法集资有什么样的主要特征和
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常见的骗局有哪些？
如何防范非法集资陷阱？”
本次打击非法集资主题展分为介绍
展、成果展、教育展。集中展示近年来湖南
省在打击非法集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
果，同时对非法集资的本质规律给予详细
阐述，并辅以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以达到
向广大社会群众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性，

5个案例详解吸金“密码”
本次展览还将精心挑选近年来全国
发生的5个非法集资典型案例，从案情介
绍、集资手段、查处情况、案件启示4个方
面全面详解非法集资案的吸金密码，深入
分析市民掉入非法集资陷阱的原因。
湖南省银监局打非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5个典型案例中，还包括了“湘西州非
法集资案”和“长沙中天行非法集资案”。
“这是继媒体之外， 首次来自政府部门的
介绍与解读”，该负责人表示，这不仅是一
次民众的宣传教育机会，也是一次政府工
作总结与反思。

现场答疑躲避集资陷阱
如果说打击非法集资展厅的45块展

板是对过去的回顾，那么展览现场的专人
答疑就是对未来的答疑。
湖南省打非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本
届金博会期间，会有服务人员引导看展及
发放宣传折页或资料。除此之外，湖南省
打非办将会安排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办公，
为前来参展的市民群众答疑解惑。如有投
资者对手中的投资项目存有疑问，他们将
从专业角度进行指导分析，帮助市民躲避
非法集资陷阱。
据省打非办负责人介绍，近几年打击
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始终处于高压状态，
各地非法集资活动暴露较为充分，案件高
发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非法集资
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全国及我省非法集资
活动均有抬头的趋势。开展防范打击非法
集资宣传教育，是从源头上防范非法集资
活动的有效手段。

周二基本金属期价受 外盘 影 响跳 空低
开，盘中空头明显占据主导，沪铜、沪锌大幅
增仓。由于欧债问题的担忧情绪加重，投资者
避险情绪提升， 推升美元强势上行增添了基
本金属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内通胀压力
依然高企， 短期内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仍难改
善，增加了企业经营的成本。操作上建议前期
空单继续持有，沪铜以五日均线止赢，沪锌以
17100止赢。
周二郑棉小幅低开，遇5日均线略有反弹，
主力1205合约报收21990元/吨，下跌55元/吨。
上方22300一线有阻力，下方受到60日均线支
撑，操作上，建议日内逢高做空。
IF1109合约周二跳空大幅低开，盘中再
创新低2699点，报收假阳线，成交和持仓环
比 减 少 。 现 货 沪 深 300 指 数 跳 空 低 开 ， 报 收
假阳线，成交量环比小幅减少。短期内扭转
弱势的难度很大， 不排 除 指数 短期 考 验前
期 低 点 的 可 能 。 预 计 周 三 IF1109 合 约 在
2700-2775 点 波 动 ， 建 议 趋 势 空 单 继 续 持
有，短线投资者观望。
■潘涛

期货知识

期货交易形成价格的特点
期货交易形成的价格有以下特点： 预期
性、连续性、公开性和权威性。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经济信息

0号荣登“健康中国·2011中国药品品牌榜”
2011年8月19日， 第四届“健康中
国·2011中国药品品牌榜”在海南三亚举
行颁奖典礼。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旗下的0号以其国际领先的配方和制
造工艺，高效、安全、廉价、方便的口碑，
成功入选“健康中国·2011中国药品品牌
榜”，继续引领国内降压药市场。这也是0
号继荣膺“健康中国·2010中国药品品牌
榜”之后，再次蝉联殊荣。
“健康中国·2011中国药品品牌榜”
活动由《健康中国》杂志、中国药品零售发
展研究中心（MDC）、中国医药企业合作
与发展组织（CPEO）共同主办。经过品牌
征集、公示和评选， 最终共有来自全国范
围内的63家医药工业企业的66个品牌荣

膺“健康中国·2011中国药品品牌榜”上
榜品牌荣誉称号。
“健康中国·中国药品品牌评选活动”
已经成功举办四年，是目前国内同类评选
中最大规模、最高标准的药品品牌评选活
动， 也已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志性榜
单， 并在全国各大主流媒体进行了发布，
得到了来自业界的热烈反响和认同。为公
众的合理、安全用药提供了参考，入榜品
牌均具备产品质量过硬、 品牌建设多年、
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特点，是公众可
以放心选择的药品品牌。
多年以来，双鹤药业一直以“关心大
众，健康民生”为最高宗旨。为了实现这个
远大理想，几代双鹤人经过孜孜不倦的努

力和勤勤恳恳的付出，终于研发出了中国
人的0号。 作为双鹤的核心，0号不仅高
效、安全，而且廉价、方便。自上世纪70年
代以来，无数双鹤人在“一切从健康生命
开始”的使命激励下，以“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工作作风，取得了无数令人叹为
观 止 的 成 就 ：0 号 销 售 额 逐 年 增 长 ， 至
2010年，年销量已超过10亿片。
0号作为小剂量复方制剂的领导品牌，
拥有国际领先的配方和制造工艺，在抗高血
压领域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在广大医
学专家和患者中享誉盛名。0号是双鹤的0
号，更是中国人的0号。相信，在双鹤人的不
懈努力下，0号将继承传统，再创辉煌。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9月17日，苏宁电器松桂园店盛大开业
经过紧锣密鼓的精心筹备之后，9月
17日， 苏宁电器松桂园店终于揭开神秘
面纱。这也是苏宁继中秋让利大型促销活
动之后的又一大优惠举措，欲借此次开业
为契机，倾情回馈三湘消费者长久以来的
支持和关注，特携手各大厂商斥巨资礼献
星城。

新装升级 全新演绎
苏宁电器松桂园店地处芙蓉中路商
圈， 是长沙最顶级酒店和百货商场所在
地，该区域商业业态完整。此次营盘大道
顺利开通， 营盘路过江隧道也即将开通，
势必会使得东西主干道畅通无阻，同时也
大大缓解了南北交通压力。 苏宁顺势而
为，在交通改善之后，还为消费者带来最
贴心周到的服务以及前所未有的优惠。
一位来自四方坪的顾先生， 近期因为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要入住新房，需要购买整套家电。来到芙蓉
中路各大家电商场进行“货比三家”，进行
仔细比价之后告诉记者， 同样的产品苏宁
卖场的价格是最优惠的， 整整低于其他卖
场10%。对于苏宁的优惠价格和贴心服务，
顾先生觉得很满意，还特别介绍了另外3个
朋友前来商场购买。据记者了解到，苏宁还
有专业的家电导购、VIP服务中心， 为消费
者量身评估家电采购方案，针对不同情况，
提出相应合理的购买建议。
在产品方面，此次最大的改变将集中
在通讯、数码、电脑等3C品类，扩大3C品类
的营业面积， 3C品类出样数达到3000个
以上；同时引入OA外设、3C配件等全新产
品，全面打造北城最顶级3C家电卖场。

开业优惠 饕餮盛宴
没有什么促销活动比开业更加优惠，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作为苏宁电器星城主力家电商场，开业期
间必然会推出一系列的促销让利活动献
给星城消费者。松桂园店开业之际，全品
类、全品牌携千万资源倾情让利作为开业
贺礼，共享狂欢盛典。
彩电、冰洗、厨卫8折；空调、小家电
8.5折，3C类产品、OA9折。 即日起至9月
16日，全城前100名消费者凭家装合同或
者苏宁发放的短信，到苏宁松桂园店指定
服务处登记信息， 即可获得1.5万积分的
会员卡，购全场商品可直接抵100元现金
使用。同时，松桂园店预充值50元便可获
得3份好礼。
9月17日， 消费者凭邀请函入场，购
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厨卫产品时在折
扣价基础上还可再优惠100元； 购手机、
数码、 电脑产品在折扣价基础上再优惠
50元。

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 广告热线：0731-84329988

中秋佳节
福彩抽奖活动不“休息”

中秋佳节，大家迎来了3天的假期。9月10
日， 在湖南省望城区公证员的监督下， 我省
2011年“福彩相伴·清凉一夏”之“福彩快乐
购” 第四轮抽奖活动在省中心机房如期举行，
来自长沙市的3位业主和2位彩民代表亲临现
场参加了此次的抽奖活动并参观省福彩中心
机房。此次抽奖活动严格按照抽奖程序，抽出
了一等奖5名，各奖励2000元；二等奖20名，各
奖励1000元；三等奖100名，各奖励100元。
湖南福彩开展的“福彩相伴·清凉一夏”促
销活动获得彩民热情参与。活动期间，凡在省
内各福彩投注站购买电脑型福利彩票单张金
额满20元的彩民朋友均可参加抽奖活动。第
五轮“福彩快乐购”抽奖将于9月20日举行，希
望彩民朋友积极参与， 也预祝彩民朋友多交
好运，多中大奖。
此外，“福彩喜送福” 活动也在同步进行
中，电脑福利彩票和刮刮乐销售总量居各市州
前三位（长沙市前五位），且“刮刮乐”固定销售
12000元以上（含12000元）的站点，各奖励由
省中心安排的20000元福彩公益金的资助权，
由获奖投注站业主用于帮扶困难对象或进行
公益救助。
■邓青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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