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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声明
因火灾烧毁湖南省茶祖神农基金
会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510009692901，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泽曦遗失广铁集团铁路机车
驾驶证一本，声明作废。

尊敬的业主：
恭喜您成为“麓谷·新长海中心”的业主，在您的热切关注下，

新长海中心定于 2011年 12月 30日交房 。
为顺利办理手续，请您按照《入伙通知书》的要求带齐相关资

料、证件及费用；如您本人无法亲自前来，也可委托他人代办。 代
办人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带齐您的委托书、您的身份证复
印件及要求的所有资料原件。 谢谢合作！

湖南长海投资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8日

交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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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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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 声讯
54 岁男丧偶高级工程师有房车经
济优修养好会疼人觅 50 岁下贤善
真心成家女有孩视亲生如有缘可
近期完婚诚点 15899881396本人

女 37 离 1.6 经商独居温柔大方征地域
不限勤劳朴实成家男 13308451267

靓女 39经商富裕独住房车全不谈
婚姻只交友 15574846589

遗失声明
长沙惟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证可证，核准号：
J5510014390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美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56590225-5，声明作废。

【少年夫妻老来伴】男 51 岁经商 成
熟稳重爱妻逝世多年人到中年 倍
感孤独诚寻善解人意真心成家 的
女士为伴《婚史无妨，贵在真 诚》有
孩视亲生 13418509333【亲谈】

气佳女燕子 30岁妖艳欲滴，高雅 大
方经济优特寻品正体健男圆我 梦有
缘可助发展 13808874207亲谈
持证见面：阿妍 29 岁温柔貌美 老总
无孩离寻实在男圆家庭梦不 嫌你条
件差我愿付出所有 15888870353

肖平遗失集体户口卡。 身份证号码
430111196302051922，声明作废。

熊慧娟 43011119811026182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吴满宏 43303119701122001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曙光遗失汨罗市轧钢厂宿舍
的权证号为汩政房字第 3847 的
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亦顺煤炭有限公司原公章
已损坏，声明作废。

刘完英 43010319381118204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7636401，声明作废。

周小欧 43038219950603006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肖玉奇 430382199611262555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世成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遗
失由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颁发
的医师资格证书，专业为中医学
编号为：200743141430181198
209045219，特此声明作废。

��������我所受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出版集团”）的委托，对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酷贝拉公司”）25%股权转让发布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酷贝拉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 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88 号新世纪体育文化中
心东广场 10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股权结
构为湖南出版集团持有 35%股权，湖南智煜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 55%股权，徐瑛持有 10%股权。 公司经营范
围：预包装食品零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10 月
20 日）；儿童游乐项目的连锁策划及管理，文化活动策
划，代理、制作、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以上涉及行政
许可的须报批）；服装、针纺织品、玩具、工艺品（不含
文物）、饰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家电产品、电子产
品、电子计算机及其配件、办公用品、机械设备及法
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建材、通讯器材的销售。

根据湖南恒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恒基

评估字（2011）第 033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酷贝拉公司的资产总计为 11891.51
万元，净资产为 1619.31 万元。 目前，湖南出版集团拟
将所持酷贝拉公司 25%股权进行转让，转让行为已形
成内部决议并经省财政厅批准。 评估报告结果已经省
财政厅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1419 万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四、公告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30 日 17:30 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
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则采取网络竞价的交易
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受让方资格条件、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登录湖
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 年 12 月 28 日

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公司 25%股权转让公告

经济信息

近日，湖南国美电器隆重召开冬日温
情之国美会员恳谈会。通过本次的顾客恳
谈会，国美会员朋友零距离了解国美最近
举措，了解国美最新资讯，述说对近期国
美服务心声。

会上国美领导层向顾客代表介绍了
国美通过联手SAP、惠普，国美新的ERP
系统在中国零售业首次彻底解决了“全国
库存的共享/共销”的问题，国美1500多家
门店都可以共享整个商品资源。通过对各
门店的的分析，国美会合理调配特价机型
和赠品资源， 充分满足各消费层的需求,
更好地服务顾客。在轻松而又愉快的氛围
中，湖南国美总经理于永状表示：在以后
的岁月中，希望国美的新老顾客可以指出
国美服务中的不足，并提出更好的建议。

于永状还表示，国美对服务的管理也
更加精细化，针对一些需要特别安装的家

电如空调、热水器等，国美通过系统可以
清楚地了解到顾客需求的安装时间、国美
的安装能力， 进而统筹安排服务力量，使
消费者满意。

其中一名参会的杨女士高兴地表示：
“国美成功切换ERP新的系统， 这使我更
加对在国美购物的物流服务、价格等很放
心。以后也会介绍我的朋友和亲人来国美
选购实惠优质的家电了”。 通过这次的顾
客恳谈会，国美可以全面了解并改进现有
服务中不足和了解顾客新需求新想法，及
顾客的购物感受，准确把握顾客关注和需
求，以此作为湖南国美未来服务改善和提
升的主导方向。服务发于心、止于行，只有
继续坚持以客户价值为核心的多方利益
为导向，积极开拓、勇于创新，真心诚意的
为顾客服务， 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和忠
诚。

国美打造服务新时代
新年特别活动之国美冬日温情

本报12月27日讯 今日上午， 总投资近
40亿元， 占地面积1700余亩的中联重科中
小吨位汽车起重机工业园和总投资6.2亿元，
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中联重科德山液压
产业园在常德市奠基开工。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表示，中小吨位

汽车起重机项目的建设，是公司解决产能瓶
颈，推进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竣工达产
后可年利润将超10亿元；而德山液压产业园
将为中联重科解决核心零部件制造问题奠
定坚实基础。

■记者 赵伟 实习生 闫沁波 戴姣

系出同门，同一个控股股东，可是周二
同方股份和紫光股份冰火两重天的表现，却
让人看不出这两家公司“本是同根生”。

第一大股东都是清华控股的同方股份
和紫光股份，在周二开盘后不久即南辕北辙
走向跌停和涨停两个极端。同方股份跳空低
开，一个倒栽葱直往跌停板而去，开盘不足
半个小时即触及跌停。不过该股并未被牢牢
封在跌停板， 只是在跌停板上蜻蜓点水，即
脱离跌停。但同方股份也未能扭转下跌的厄
运，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5%以下“潜水”。
最终同方股份以下跌6.04%收盘。

当日紫光股份的表现则与同门师兄弟
截然相反。早盘紫光股份跳空高开，一路青
云直上，并在上午同方股份触及跌停后的一
个小时后封上涨停。不过与同方股份相类似，
紫光股份也未能守住涨停板， 最后以上涨
5.18%收盘。

对于这两只同为清华门下的公司，一日
之内的股价表现却天差地远，民族证券刘佳
章表示，一方面有基本面的影响，另一方面
有技术走势上的因素。“从公司公告来看，当
日同方股份有一家子公司增发的消息，目前
股民对于融资消息总是持不欢迎的态度。而
紫光股份近日却公告获得银行大额授信。一
个是再融资的消息，一个却是获得资金支持
的消息，投资者的反应自然迥然相异。”

刘佳章还指出，从K线图上看，同方股份
前期经历了一波较大的上涨，“但是未能有
效突破之前的压力，上涨动能已经在两次上
冲中损失殆尽。而紫光股份则是从极度超跌
中刚刚形成上涨之势， 周一才有一个涨停，
上涨动能极为充足。结合基本面和技术面因
素，这两只股票才出现了周二这样反差强烈
的走势。”

■记者 李庆钢

“眼看股指就要形成大逆转，结果还是
被前期强势股的补跌给拉下马。” 在三湘股
王争霸赛“挑战20%”QQ群里，网友海盗旗
表示，看着这种来回折腾的行情，股民都要
心律不齐。周二券商股的脉冲行情一度让股
指在上午转跌为涨， 不过下午形势逆转，沪
深股指均以下跌1%以上收盘。

券商股偷袭未果
周二早盘， 市场毫无悬念地在低位徘

徊，券商股也随波逐流。不过11：15之后，兴

业证券突然昂首向上奔腾，短短4分钟，兴业
证券即升至涨停。 在兴业证券的带动下，券
商股集体发力，都出现较大涨幅。受此影响，
指数也由绿转红。

面对券商股这种强势拉升，不少投资者
兴奋不已。网友海盗旗就认为，券商股一向
是市场中对行情转向最敏感的板块，券商股
的异动必然表明大盘的风向要发生转变，也
许反弹就要开始。

不过下午行情的变化却未能让盼望反弹
的投资者如愿。 股指在大批前期强势股补跌

的情况下，形势再度逆转。最终券商股当日的
偷袭未取得效果， 仅仅在多数券商股的日线
图上留下脉冲式突起，A股仍以下跌收盘，股
民心头刚刚燃起的反弹希望转眼就被浇灭。

大资金提前布局
对于周二券商股毫无征兆地突然冒头，

资深投资人士李布维表示，目前仅仅只能看
作是有大资金在提前布局，“券商股整体都
出现了放量，这是一个好迹象，不过在整体
市场颓势不改的情况下，这也只是少数大资

金在提前布局，为明年春天的行情做准备。”
李布维认为，从市场趋势看，未来A股

难以出现整体上涨的行情， 只能是局部的、
结构性的行情。 未来即使市场有所上涨，也
只能是20%-30%的个股有行情， 这其中金
融股是一个主要品种。金融股在整个A股市
场中是估值最低、 最有增长潜力的板块，而
券商股对行情变化反应最快，一旦金融板块
启动，券商股必然会首当其冲，所以为了准
备明春的行情，大资金提前布局，导致券商
股周二脉冲。 ■记者 李庆钢

本报12月27日讯 今日晚间， 停牌近
两个月的现代投资(000900)发布公告，称
公司将于28日复牌，并拟收购湖南高速集
团持有的长湘高速、 澧茶高速100%的股
权。

现代投资10月31日发布公告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
尚存不确定性， 公司申请股票自11月1日
起开始停牌。

现代投资本月的公告显示，经与湖南
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沟通，拟收购湖南省
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
省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湖
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前者的核心资产为在建的长
湘高速公路，后者的核心资产为在建的醴

茶高速公路。
长湘高速是京港澳高速复线的一段，

与现代投资下辖的长潭高速基本平行；醴
茶高速基本并行于公司下辖的潭耒高速
东侧，对在湘潭市和茶陵县之间通行的车
辆产生一定的分流影响。 重组成功后，不
仅能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更能发挥车辆
通行的路网效应。

业内人士称，由于公路行业具有投资
规模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虽然现
代投资在收购长湘和醴茶两条高速公路
后， 明后年业绩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
随着长湘、醴茶两条高速公路分别在2013
年初和2014年初的建成通车，公司收入势
必将会逐步增加，利润也会随之提高。

■记者 李治

券商股脉冲，股民心律不齐

本是同根生，同方紫光两重天公司动态

停牌两月躲过大跌

现代投资今日复牌

中联重科常德两大工业园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