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芸萱：600383和600353后市如
何？

黄双庆：600383： 周四地产板
股集体走强， 但房产调控政策仍对
地产发展不利，建议避开此类股票；
600353：连续上涨多日，注意回调
风险，应逢高出货。

奋斗：002400后市如何操作？
黄双庆：可以继续持有。

嘉豪电讯： 请问高手怎么看
600879？9.5元的成本价。

黄双庆：上涨趋势有所减缓，可
以适当高抛低吸。

如果.爱：帮我看看300231银信
科技是不是没希望了？

黄双庆： 探底过程中， 建议出
货。

小妮子泡泡： 请老师帮看看多
伦股份600696怎么样？

黄双庆：等待复牌后出货。

为股疯狂2000：老师麻烦你看
看601299如何操作？

黄双庆：短线退出，长线持有。

网友VS选手

尽管监管层有关人士多次强调“新股审核节奏
未变”，但种种迹象表明，11月，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
新满月以来，一把“严控”IPO审核之火正在发行市
场蔓延。11月30日，加加食品顺利过会。至此，当月
有13家公司的IPO申请败北， 创今年以来单月被否
IPO数目之最， 单月过会率的新低纪录被刷新也成
为了必然。 据记者统计， 当月共46家拟IPO公司上
会，其中13家被否，33家通过。这一过会率较2011年
前十月落差颇大， 除2月份，IPO过会率曾降至75%
外，其余9个月，过会率皆保持在85%左右。的确，13
家公司被否或许都属于“企业自身的问题”，但审核
企业自身问题的标准在不断提高和趋紧。

股
市
表
情

13家公司被否拉响IPO警报

上周苏宁电器在各大品牌的倾情支持
和鼎力助阵下，“0利风暴”促销盛宴收得“盆
满钵满”，成功打响岁末收官大战的第一枪。
其销售态势让各大厂家对苏宁更是情有独
钟，纷纷表示本周将继续以大力度的资源及
礼品进行倾力支持， 以进行年终大力度冲
刺。凭借畅销的新品、精品，丰富的礼品以及
到位的服务三大优势，苏宁率先擂动2011岁
末促销战鼓，以大手笔优惠给全省消费者带
来震撼的消费体验。

畅销新品集体亮相 内购盛宴力度空前
继冬季家电节之后，苏宁电器各大品

类纷纷挑起战旗，快马加鞭抢占冬季家电
市场份额。从传统家电到3C产品，从生活
电器到OA外设争相亮相， 各大品类相继
上场，强劲势头一发不可收拾。

本周五苏宁电器携手海信彩电、奥克
斯空调等行业畅销产品举行内购会，全面
释放工厂直销价，最高优惠达20%-30%。
3C产品方面三星S5380发布渠道首选苏
宁， 第一时间给消费者带来最新体验。同
时苏宁与各种供应商洽谈了丰富的独家
首销、特供机型资源，其中，惠而浦、先锋、

松桥、法迪欧、扎努西等与苏宁独家战略合
作的品牌将会有更大幅度的让利活动。
超低价格敞开供应，乡镇门店蓄势而发

今年的春节来得比较早，随之而来的返
乡人群也是较多的。苏宁电器积极响应“四
化两型”建设，投入乡镇市场的货源、资源也
是相当可观的。市场主流机型及新品登陆乡
镇市场，确保消费者能够第一时间购买最心
仪的产品。 这不仅是苏宁连锁布局的完善，
更是未来乡镇市场管理下沉的发展趋势。善
谋多策的厂商纷纷表示，抓住此次苏宁岁末
收官大战的契机，在乡镇门店推出大量市场
紧俏的新品、畅销品，并以超低价格敞开供

应，给年末促销奠定良好势头。
【相关链接】 苏宁电器五一广场店超级旗

舰店12月17日盛大开业，即日起至12月16日，
预充值即可获得10倍增值心意券， 购买3C、
OA、 生活电器产品， 预充10元得120元心意
券， 预充20元得200元心意券。 购买彩电、冰
洗、空调、厨卫产品，预充值30元得500元心意
券，预充值50元得1000元心意券。

同时您还可提前进行预约，即日起至五一
广场店开业前， 拨打团购预约热线的顾客，购
商品满 2万可优惠500-1000， 满 4万优惠
1000-1500元。

近日， 美的推出9大系列21款全直流变
频空调，以产品力卓越的全线产品，将全直
流变频空调与同类型直流变频空调的差价
缩小到100至300元，全面拉开变频空调全直
流升级大幕。

据了解，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聚合了
从高端机型到普及机型的全线产品，涵盖21
个外观和多个功能方向，无论是空调的节能

水平还是整机性能，都处于同类机型的最
高水平，尤其30W的最低运行功率实现在
全直流变频挂机的全线普及，相比普通直
流变频空调的省电效果最高可达59%。

据美的空调技术人员介绍，美的全直
流变频空调卓越的节能效果，关键在于三
大核心电机，包括变频压缩机电机和室内
外风扇电机，都采用了功能强大的直流电

机。普通交流电机转子采用普通磁体，需要
感应电流才能产生磁场，效率较低。美的直
流电机，转子采用永磁体，运行过程不用电
流自主产生磁场，更节能高效。

此次美的推出的全直流变频空调全线
产品， 不仅实现30W的最低运行功率的普
及，而且将变频空调的季节能效比提升到新
的高度。 其D+型全直流变频空调挂机的季
节能效比高达7.36（按GB/T�7725-2004标
准计算能效比为8.45， 数据源于国家权威机

构检测结果，以26型为例），将全直流变频空
调的节能省电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外，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由于三大直
流电机同时拥有极为出色的低频运行优势，以
顶尖科技打造的直流变频压缩机运行频率低
至1赫兹或低于1赫兹， 有效保证空调低频运
行，并已实现在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的全线产
品普及，全面提升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的节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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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晖旺标牌工艺部遗
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 证 正 、 副 本 ， 证 号 ：
4303211970102235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律师 调查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交友 声讯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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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成家男 47 岁丧偶为人随和
脾气好，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顾
家孝顺女为伴，其它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632616779本人亲谈

女 52离 1.62宽房多门面经济优征地
域不限重情实在成家男 13308451267

艾庄 43011119820925030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交友征婚还是找林姐 13187318525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 本公司决定
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山
水庭院 17-108
联系人：汤先生 电话：0731-82452131

长沙诞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长沙英达外国语进修学校原公章
作废，已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

声 明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长沙英格索兰制泵有限公司遗
失 2010年 6 月 24 日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核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一
个， 注册号：430122000012404
（2-2）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名人车友俱乐部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05年 10月 12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020283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德财原依法持有的国土证，编
号：长国用（2010）第 017706号，
坐落在天心区南湖巷 003号。 根
据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协助执
通知书（2011）天执字第 720号，
特申请原国土证作废。

公告声明

公 告
广大司乘朋友：

因衡桂高速铁市互通（泉南
高速 818-820 公里） 架设桥梁需
要，定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每日上午 10 时至 11 时及
下午 15 时 30 分至 16 时 30 分，
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 请
广大司乘朋友提前选择行车路
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湖南省交通总队
高速公路管理支队衡枣大队

2011年 12月 2日

交通管制公告

●本人征婚：男 52 岁丧重情顾家经营
企业生活稳定诚寻善良重情女相伴一
生可带孩老人 13418459444亲谈

长沙市天心区焦洋中西医结合内
科诊所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L041471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地人征婚男 47岁 1.75（有一女
儿) 现独居做点小生意觅体贴女
为伴可带老人小孩 13538903088 长沙孚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局 2008 年
10 月 15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 ， 税 号 ： 湘 地 税 字
4301117580087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正达五金建材经营
部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01053900536。 另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及 IC 卡，
代码：L109618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银华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321197302144529，声明作废。

长沙迅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公
章作废，已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

声 明

长沙理工大学出国留学服务中心
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0 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 代 码 ：
7483724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中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
留在渤海银行的原公章作废，已启
用新公章，特此声明。

声 明
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
司步行街店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10004178501， 另长沙
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河
西分店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05603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 新 残 疾 证 遗 失 ， 证 号 ：
43010319851215053062，声明作废。

华容县青山山泉水有限公司遗
失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1 月 21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62300000195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唐向云 43032119701022351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苏宁率先打响2011年收官之战

30W最低功率全线普及 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省电高达59%

经济信息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周三，沪深股市上演了“狼来了”
惊魂一幕，谣言造成沪深股市出现暴
跌。但随着管理层出来辟谣和降低存
准率的消息出台，周四沪深两市均以
超过2%的涨幅收盘。 并且盘中还一
度创出本年度的最大涨幅3.86%。这
对于那些在前日大跌中“受伤”的股
民来说，也算是一种慰藉了。

【刘水强】
现在推出国际板对股民有利

在大家都认为不适合现在推出
国际板的时候，三湘股王争霸赛的选
手刘水强却认为，目前推出国际板利
大于弊。“目前国外上市公司股价已
经处于了相对低位， 如果国际板推
出，那么股价也不会太高。因此，现在
推出国际板，更有利于中国股民买到
低价位的国外上市公司股票。”

其实在周三出现谣言之前，刘
水强就告诉过记者， 他认为管理层
应尽早推出国际板。他表示，虽然国
际板的推出必然会给沪深A、B股造
成“抽血”效应，导致股价进一步下
跌。但是，从长远的投资角度来说，
如果国际板现在就推， 那么中国股
民可以更低的成本购买更多优质国
外上市公司的股票。因此，有“石油
哥”之称的刘水强，认为“狼真的来

了”利大于弊。
他说，倘若国际板要退出，那么管

理必然会针对该板块的上市公司，制
定严格的考核制度。 因为管理层也希
望中国投资者能在国际板中赚到钱。
刘水强认为， 与其让股民为国际板的
推出而不停地感到恐慌， 还不如尽早
推出，正如俗话所说“长痛不如短痛”。

【吴镇南】
跌让他吃了个“哑巴亏”

“昨天抛出华资实业的操作，真是
让我吃了个大亏。”选手吴镇南周四在
接受采访时，懊恼地对记者说到。他之
所以这样激动， 是因为华资实业在周
四涨幅超过了7%

周三， 日上集团受大盘大跌的影
响，一路下挫，下跌幅度不断加大。见
这种情况， 吴镇南抛出了另一只股票
华资实业， 转而买进该股。“我当时看
到日上集团下跌得比较厉害， 因此想
低位买进，抢一个反弹。熟料，该股越
跌越厉害，竟然跌幅达到7.6%。”

虽然错过了一次获利的大好机
会，但吴镇南仍将继续做多。他在华声
在线精英博客中表示：“周三的下跌由
Ｂ股领先， 主要是传言国际板十二月
份要推出所致。 而证监会出面澄清了
这个谣言以及央行宣布下调存准率，
两大利好消息表明管理层不允许大盘
创新低了，我将继续做多！”

石油哥说“狼来了”更好
选手操作

喜

在辞去孚日股份独董职务后，李质仙因连续多
次未出席鲁泰A召开的董事会，遭到深交所通报批
评。对于分析师是否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董这一问
题，再次引发业内热议。李质仙原为国泰君安研究
所纺织和服装行业的资深分析师，目前担任国泰君
安证券公司销售交易总部董事总经理。同时，他是
最早涉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券商分析师之一，曾
受邀出任华升股份独董， 后来被相继聘为申达股
份、孚日股份、鲁泰A的独董。 ■记者 邓桂明

分析师独董身份引热议

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