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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9日讯 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与万达集团长沙万达广场今日在
长沙举行《全面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赵濛， 大连
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Michael�Stevens出席签约仪式。

据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双方合作的重点在于
对长沙开福万达广场项目的深入合
作。双方将在构建全面合作框架的基
础上，针对万达酒店、百货、院线及商
业管理等各方面达成合作共识，也将
为双方加强金融服务引入商业管理
模式的合作道路奠定坚实基础。以此
次合作为契机，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携手万达集团在湘投资企业，将共同
开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为湖南经
济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倪晴 胡斌

本报3月29日讯 全省水上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今天在长沙召
开。副省长韩永文，国家安监总局赵
瑞华副司长出席会议。记者从会上了
解到， 我省自2011年11月1日-2012
年4月30日开展为期半年的水上安全
综合整治行动，到目前为止共排查各
类安全隐患909个， 已经整改841个；
暂扣船员适任证书98本，责令停业整
顿企业1家， 水上交通安全整治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悉，2011年我省16起水上交通
安全事故中，有12起与挖沙、运沙船
有直接关系。邵阳“9·9”翻船事故，超
载是诱因，挖沙是元凶。为此，我省下
一阶段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将继续集
中整治挖沙、 运沙船超载和违法采
挖。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海事机构将
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特别是强化
对学生上学放学、节假日、赶场赶集
天等重点时段和客渡船、挖沙运沙船
等重点船舶依法加强监管。

■见习记者 闫沁波

2012年2月 29日， 北京 在欢快的音
乐与光影中， 姚晨以优美的身姿完成了一段

动感课程，引爆了现场沸腾的乐训热潮，也正
式开启了阿迪达斯女子训练“放开玩”乐训营
运动体验之旅。2012春季， 阿迪达斯力邀知
名演员姚晨担任阿迪达斯运动表现女子训练
系列的全新代言人。作为代言后的首秀，姚晨

在专属的阿迪达斯健身教练指导下与多位女
性朋友抢鲜体验了乐训营的第一课， 姚晨也
向女性们发出总动员： 加入阿迪达斯的健身
行列，激活更精彩的生活。

阿迪达斯今春为爱运动的女性打造了

一系列乐训营课程，不仅可以塑体燃脂，更
有助女性畅享运动带来的酣畅与欢乐。乐
训营课程不仅将会在阿迪达斯各大合作健
身中心推广，阿迪达斯也将深入多所大学，
邀请更多的女大学生进行健身体验。

郑糖周四上午小幅高开后呈震荡回落
走势，下午行情震荡走高，尾市收于日内高
点附近， 主力合约SR1209报收于6652元/
吨，涨22元。郑糖继续区间底部反弹之势，
但反弹步伐稍显迟疑，因为消费清淡，阶段
性供应过剩凸显， 郑糖短期上涨压力较大，
近期维持弱势震荡整理的概率偏大。

IF1204主力合约周四承接周三的下跌
跳空低开，早盘低位窄幅震荡，午后开盘后震
荡走跌，一点半左右出现快速跳水走势，报收
于2464点，下跌30.8点或1.23%，报收中阴线。
成交环比小幅增加，持仓环比小幅减少。

现货沪深300指数周四受周三大幅下

跌影响跳空低开， 早盘小幅下探后震荡上
涨，回补跳空缺口后，由于量能萎缩，午后股
指震荡走低，报收中阴线，成交量环比小幅
减少。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均线系统空头
排列，KDJ低位钝化，MACD绿柱继续扩大，
大盘在经过两天的大跌后， 处于超卖状态，
大盘已跌破BOLL下轨线， 反抽行情一触即
发，但是毕竟当前市场空头占据主导，即使
反抽也难言乐观。周五重点关注消息面的变
化及成交量的变化。

周五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观望或者逢高
做空。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财经·关注

近日， 上汽MAXUS大通校车亮相
“2012�中国专用校车、客车、商务车、巡逻车
展览会”， 向行业专家以及中国公众展示其
全新的轻客校车安全标准。

MAXUS大通在新标准中独占轻客细
分市场鳌头有其必然性。对校车而言，校车

专业化改装完成前，基型车的安全起了决定
性作用。MAXUS大通V80的全承载式笼式
车身的设计给校车安全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在完全收购了英国商用车品牌MAXUS后，
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对
V80�原型车进一步车身优化设计， 运用模

态分析和CAE分析，改善车身受力及传力通
道，提升车身模态；通过车身局部结构优化
设计，以及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在保证轻
量化的前提下，提升车身局部弱区，消除应
力集中， 提高整车强度。V80采用欧洲流行
的短头车型结构，车头前部的碰撞缓冲区和
溃缩吸能区较平头车型更长，更利于保证乘
员碰撞生存空间。 早在校车新标准出台之
前，MAXUS大通V80就在国家机动车检测

中心（上海）进行了校车基型车的安全翻滚
测试，开校车翻滚测试之先河，成为国内唯
一通过校车翻滚试验的轻客类校车。

湖南申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上汽集团
授权旗下MAXUS大通商用车品牌湖南省唯
一的经销商，在长沙专用车展览会现场，特推
出优惠活动，购买大通任意车型直降5000元，
并赠送5000元装饰大礼包， 另外凡是到展的
意向客户也可获得精美小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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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成交易所生死大限

根据去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清理
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各地纷纷出台
了清理整顿交易所的方案。 如天津、重
庆、 齐齐哈尔等地都于近日公布了交易
所整顿方案。

“4月份将是各地交易所清理整顿的
重点时期。”湖南文交所董事长陈克建表
示，根据《决定》，今年6月30日将是交易
所清理整顿的最后时限，“各地政府肯定
会在这个限期前完成相关工作。”因而有
分析人士认为， 如今多地政府都在观望
中等待着整顿期的到来， 交易所生死或
将在4月份见分晓。

“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交易所至少
有500家，后期的整顿要看各省、市政府
的执行力。”生意社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
析师宋志超认为，“伴随此次整顿肯定有
一批交易所会相应倒掉， 但出现大批交
易所倒掉的可能性不大。”

文交所转型“过冬”
《决定》下发后，各地文交所面临彻

底洗牌，有人据此认为，文交所遭遇寒
冬。对此，陈克建表示，文化产权交易
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家之所

以清理整顿， 是因为文交所在发
展初期走偏了， 清理整顿不是不
发展，而是要规范发展。因此他认
为，经过清理整顿后，文交所反而
迎来了春天。

“完成清理整顿后，我们对自身
进行了重新定位， 将重心转移到助
力文化产业发展上来， 将湖南文交

所定位为社会资本与优质文化企业、文
化项目对接的桥梁。”陈克建介绍，目前
已经建立起文化企业（项目）共有权益、

文化消费品实物产权等九个文化产权交
易平台，“针对每个板块我们都会推出一
个成功案例。”

今年1月，湖南文交所推出了文化企
业（项目） 共有权益板块的第一个项
目———张家界魅力湘西门票收益权项
目。陈克建称“市场反应很好”，前两期认
购非常顺利， 第三期计划于4月中旬推
出。而即将于4月中旬推出的《非遗茶韵》
黑茶套装产品， 则属于九个交易平台中
的文化消费品实物产权板块。 陈克建表
示， 投资人在湖南文交所认购还有一个
最大的优势： 可以通过湖南文交所系统
进行交易， 充分享受流动性溢价带来的
投资收益。

改行卖黑茶
湖南文交所拿到首张“通行证”

文化产权交易所卖
黑茶？这着实有点匪夷所
思，不过，刚刚通过检查
验收的湖南省文化艺术
品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
湖南文交所）正准备推出
第一个文化消费品实物
产权交易项目———《非遗
茶韵》 黑茶套装产品。文
交所“改行”卖黑茶的背
后，究竟有何隐情？

■记者 李庆钢 吴岱霞

校车安全典范，MAXUS大通亮相长沙校车展

轻松上阵放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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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水上隐患被整改

中行与万达在湘“联姻”

王晓丹 摄

大盘跌破BOLL下轨线 反抽在即

1.矿山采选；2.金属冶炼；3.金
属加工；4.终端消费。

基本金属行业产业链包括？

根据陈克建介绍，主管部门于3月19
日对湖南文交所进行了清理整顿的现场
检查验收， 并确认湖南文交所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市场准入政策和行业
规范。

通过检查验收， 意味着湖南文交所
成为省内第一家通过检查验收的文交
所。之所以能如此快速通过检查验收，与
湖南文交所之前发行的艺术品份额快速
且不留尾巴地赎回有很大关系。 由于湖
南文交所之前发行的艺术品份额始终未
进入二级市场交易， 因而能干净利落地
进行赎回。（见本报2011年12月2日《湖
南两家文交所都进入“冬眠”》）。

不过， 湖南的另一家文交所———联
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 则因其艺术品
份额已经进入二级市场交易， 在赎回上
有较大麻烦， 因而目前尚未能通过检查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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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第一家过关的文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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