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以来股市持续震荡调
整，但分级基金稳定类份额表现抢眼。据统
计，目前市场上共有银华稳进、申万收益等
6只股票型分级基金低风险份额，近期均走
出了明显的上行态势。 其中银华旗下银华
稳进、银华金利走势最为强劲。

10月19日银华稳进收于0.828元， 自9
月30日最低点至今连拉9条阳线， 累计涨
幅超13%； 银华金利自最低点反弹幅度也
超过10%， 同期沪深300则下跌1.05%，作
为类固定收益产品， 稳定类份额表现甚至
远超债券类产品。

此前分级基金稳健份额二级市场基本
处于下行态势， 但近一个交易周则体现出
了趋势扭转的迹象， 即使是在A股大幅反
弹的10月12日，银华金利、银华稳进收盘
依然上涨， 并没有受到市场风险偏好剧烈
变化的影响， 进一步验证了分级基金稳健
份额上涨趋势的确立。 ■记者 李庆钢

分级基金
稳定类份额表现抢眼

外币 钞买价
英镑 982.3
港币 81.02
美元 629.51
瑞郎 701.96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8.1011
加元 616.86
澳元 651.44
欧元 8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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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银根普遍收紧，但银行对中小企
业市场的热情却是有增无减。记者日前从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获悉，该行成立两年以
来，将40%以上贷款投向了中小企业，其为
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标准化融资服务新
模式“好融通”，受到大量企业青睐。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是广发重组以来
新设的第一家分行。长沙分行目前下辖衡
阳分行以及营业部、八一路支行、株洲支
行三家同城网点。截至2011年9月末，长沙
分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130.38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达96.84亿元， 累计授信过
600亿元，有效授信余额达400亿元。

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广发银行长沙
分行成立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部，提供定

制化金融服务。而在2009年，广发银行总
行即推出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标准化
融资服务新模式—“好融通”， 以生产型﹑
贸易型中小企业作为主要授信对象的金
融创新产品。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行长刘智达介绍，
该行以12项标准化评价指标，20多种担保
方式，高达2500万元的信用额度，最长达
10年的贷款期限和更快捷的审批效率等
本土化服务， 赢得众多中小企业肯定。最
近，分行根据总行推出中小企业标准化速
贷类产品“易押通”和结算量较大的客户
的“优利贷”，以更优惠的抵质押率，帮助
中小企业加快资金流转。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黄慧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成立两周年，两年授信超过600亿元

广发银行为中小企业“量体裁衣”

为庆祝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成立两周年， 自10月20日起， 该行特别推出“广发全城热
搜，笑容感动星城”活动。参与者不限性别、年龄、国籍、个体或家庭，只要拥有美好的笑容
均可到广发长沙营业网点报名。参与活动者将有机会获得免费自驾游、苹果手机等大奖。

相关链接

广发热搜最美笑容

汇市周评

欧债危机取得进展 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本省方泰医院在胃病诊断领域走在前沿

�“数码”查胃每日确保 30人
� � � �秋季患慢性胃炎、胃溃疡及十
二指肠溃疡的患者成倍上升，尤其
中老年人更是该疾病的发病群体。
近来市民关心的数码查胃每日能
确保检查 30人次。

长沙方泰医院（长沙市梓园路
377号 ）是湖南省引进数码查胃的
唯一机构，近两年查胃患者突破一
万八千人次， 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
患者占八成。 数码查胃 60 元在该
院实施后持续排长队。笔者目击，
患者每早七点起就开始排队了，每
日限 30人次，空腹来诊。 为确保就

诊秩序正常，就诊前需拨打栏目组
热线 0731-85418622预约。

数码查胃常年为大批患慢性
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的患
者提供准确检查平台，免除了胃镜
痛苦。 目前，数码查胃以低价位六
十元及高准确率位居榜首，在全国
四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及重
庆应用成效凸显，临床中医三步灭
活疗法治疗效果显著。数码查胃掀
起了胃病治疗热潮，在长沙确诊患
者与日俱增，全面走进胃镜检查后
时代。 （剑梅 /稿）

芙蓉中路松桂园
地段房地产转让公告

受托， 我所发布芙蓉中路
一段 479 号建鸿达现代城 23 楼
和 26楼房地产转让信息。标的一
为 23楼整层房地产，转让底价人
民币 1220 万元。 标的二为 26 楼
整层房地产， 转让底价人民币
1224万元。 两标的建筑面积均为
1356.75 m2， 交易保证金均为人
民币 260 万元。 公告截止期为
2011年 11月 2日。
详见： 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9073153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声 明
全国各新老客户及相关单位：
感谢贵方对我厂历年来的业务
支持，因企业管理原因，现郑重
声明。凡我厂原职员范 （又名
范丰） 持盖有我厂行政业务公
章的所有文书均对外无效，其
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所发生的一
切业务及经济往来与我厂无
关，我厂概不负责。 特此声明！

衡山县造纸厂
2011年 10月 27日

斌
贝

公 告
湖南大学解除与张薇、唐科伟

签订的《诺丁汉师资培养项目教师
培养协议书》，并保留追究违约责任
的权利。 特此公告。

湖南大学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征婚男 49 岁，丧偶，成熟稳重，
经商事业繁忙，诚寻，仁慈母爱
女士为伴，婚史无妨，贵在真心，
有孩可 13632584830亲谈

遗失声明
罗飞斌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证，编号：2009432104305241971
1024527X，声明作废。

激情交友请拨 88826043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 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 交友请核对身
份，交往请慎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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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公 告

女 42离 1.61多房名车丰韵尤存找
上门实在男 13187318525

本人征婚
男 49 岁自营实业经济优为人随
和有涵养,无不良嗜好,妻逝多年,
觅体贴善解人意真心成家的女士
为伴，有孩可 13510621077亲谈

本人征婚男 50 岁退伍军人经商因
丧妻多年未再婚现人到中年倍感孤
独特寻觅一位重情顾家女士为伴婚
史户籍不限 13510711300亲谈

真心成家男 48 岁湖南本地人丧
偶，退伍军人，性格耿直善良，寻，
仁慈顾家女与我共同发展事业
（外地本地女均可）13510531753

遗失声明
湖南雅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中
行长沙赤岗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2668601，声明作废。

湖南津市监狱民警谢小玲三级警督警
官证 4303072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津市监狱民警张泽阳遗失号码
为 4303055警号，声明作废。

真心寻缘，女 29 岁，柔美靓丽， 高
雅大方，体贴有涵养，现寻异 地健
康有爱心男士圆我美好心愿， 有缘
共同发展。 18270367366亲谈

遗失声明
彭胜明等遗失教育街 030 号的
权证号为私 032391 的房屋产权
证，声明作废。

本女征婚 13418597789
●本人女 48 岁丧优雅大方经营公司
情感无依渴望有个完整归宿觅稳重真
心待我男为伴 13418597789亲谈

男 46 岁丧偶有责任心脾气好，经
商事业有成，单身多年，诚寻善良
孝顺有爱心女为伴， 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632577122本人接

美少妇 37 经商富裕独住寻地
域不限密友 15574846589

注销公告
湖南锐恒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地址：长沙市开福区福乐巷
17号公园西郡大厦 712房。
联系人：林蔚 电话：13755082436

欧元：周三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在银
行资本重组方面取得进展，欧盟领导人和
银行业者就民间持有的希腊债务减记
50%达成协议,而其他抑制债务危机的重
要领域也有一定进展。消息激励欧元突破
近期1.39水平的阻力， 下一阻力位在
1.407一带。 建议继续持有欧元， 止损
1.388。

美元指数：本周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好坏参半，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低迷，而
房屋销售数据略有好转。本周美元指数受
市场风险情绪逐渐升温的打压继续回落，
预计76附近的支撑将接受反复考验，短线
以看空为主。

英镑：周二的官方数据显示二季度英
国家庭储蓄率走升，显示消费者普遍削减
支出，但经常账赤字的缩窄则打消此前市
场的悲观预期，本周英镑延续本月以来的

反弹势头继续上涨，1.60整数关已经收
复，后市可进一步看多至1.62，止损1.59。

澳元：澳元本周震荡走升，周四受欧
盟达成欧债救助协议以及新西兰央行表
态或将进一步加息的消息刺激而一度劲
扬， 建议投资者将止损提升至1.03水准，
短线目标位1.05。

日元：受美元指数走贬及欧盟峰会面
临不确定性等影响，周初日元温和走升并
再创历史新高75.69，市场波动明显加剧。
由于日本央行仍存干预的可能，投资者仍
须谨慎做多日元，止损76.30。

黄金：受黄金对冲基金增持、印度黄
金需求回升以及欧盟峰会面临不确定性
的影响，黄金本周表现亮眼，自上周四低点
1603美元/盎司反弹以来， 累计涨幅达
7.3%。投资者密切关注强阻力1740是否顺
利突破，短线目标位1740-1760，下方支

撑1690。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不代表所在机

构。汇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浩

广发银行入湘两年来，40%以上贷款投向了中小企业。

外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