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油第一股
涉嫌造假上市

大量的现金结算、毛利率波动巨
大、人工成本畸低，集聚在茶油第一
股、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身上这些症状，让市场怀疑其财务
报表失真。 但公司董秘办人士却回
应：公司财务报表是经过会计事务所
审计的，肯定没有问题。

作为一家全产业链的油茶企业，
新大地种植、加工环节的生产工人只
有26人，销售人员也只有20人。这样
的一家“小规模”企业，却自称2011年
实际生产精炼茶油1164.04吨， 在广
东省排名第一。

日本养老金
要来华“炒股”

在国内养老金能否进入股市的
争论还未平息， 境外养老金投资A股
市场的步伐正有序迈进。近日，经营
日本公共养老金公积金的日本年金
积立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
宣布，最早将在6月向中国、印度等新
兴经济体的股市进行投资，初始投资
额约为1000亿日元。

贵州茅台
突破2007年最高价

贵州茅台(600519)已经连续7个
交易日上涨，本周更是突破了2007年
大牛市期间的最高价230.55元， 刷新
历史新高，周一盘中贵州茅台一度冲
至237.76元。 大涨的主要原因还是其
一季度业绩亮丽， 净利润达29.69亿
元，同比增长57.6%。

■见习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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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佳明空调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3 月
7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
号：430100000022354; 遗失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五一路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正本，核准 号码：J551000811
4701；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清泉净水剂厂不慎遗失下
列房屋产权证， 特此声明作废：
１、坐落于开福区政府工业基地办
公楼，权证号码为 00313805；
２、坐落于开福区政府工业基地食
堂，权证号码为：00313807；
３、坐落于开福区政府工业基地车
间，权证号码为 00313806；
４、坐落于开福区政府工业基地净
水剂车间，权证号码 00313809；
５、坐落于开福区政府工业基地生
产车间，权证号码 00313808；
长沙清泉净水剂厂遗失坐落于综
合农场马栏山分场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 开国用 2001 字第 2145
号，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文陶持有的坐落于开福区政 府
工业基地办公楼的第“00160571”
开福区政府工业基地车间第

“00160573”， 开福区政府工业基
地食堂的第“00160572”， 开福区
政府工业基地生产车间的第

“00160575”， 开福区工业基地 净
水剂车间的第“00160574”号 共计
五本他项权利证明遗失作废

段晓明遗失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华盛世纪新城 21栋 1203室维
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三联，凭证
号:002100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电信有限公司宁乡县分
公司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一份，合同号：宁土
合(97)(6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特别推荐》男 47岁爱妻早逝单身至
今退伍经营实体特寻找一个 知冷暖
明事理安心过日子女士携 手夕阳
（可带老人孩子）13202733368

柔情女甜甜 29 岁温柔靓丽性感特
寻内地健康品正男士圆我美好心
愿有缘助发展 13799281308【亲谈】

●本女征婚：女 35 岁丧温柔贤惠有一
女儿自主经营经济稳定觅有责任心男
士为伴有孩可 13825324628亲谈

靓女 38离经商独居车房全交身体
好实在激情男 13308451267

激情交友 15274865477

长沙志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开福区三一大
道 203号万煦园 C9栋 1单元 1002
联系人：刘庠志 电话：89916393

注销公告

湖南省博望达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不
慎将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丢失，证
号：55953975-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威视动画设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曾辉 电话：13308422768

注销公告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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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邓新平 43010219721208053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陶轶栋 43012419830320001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我辖区芙蓉区平价医院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上午 9 点 27 分由五
里牌派出所送来一名危重病人，
该人系无名氏，男，约 50 岁，身高
1.65 米左右， 经芙蓉区平价医院
抢救治疗无效于 2011 年 5 月 7
日死亡。 现登报予以认尸，如 7日
内无亲属认领， 将按无名尸体火
化。 芙蓉区救助管理站

认尸启事

李凯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11197512260030，声明作废。

首次征婚男 18344369922
■男 54岁丧退伍军人成熟稳重经商家
境优诚寻传统女为妻可带孩、亲谈

������经上级批准， 湖南教育音像
电子出版社转制为国有独资企业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原机构和事业法人
（事证第 143000000426 号） 予以
注销， 其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均
转移至新公司名下，特此公告。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 5月 7日

转制公告

长沙凡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荣 电话：18874703926

注销公告

长沙润伟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贷款 卡,卡
号 43010000016777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久发灯饰玻璃装饰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08 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 注册号 ：
430104600027175（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缘来是你：小雅 30漂亮重情随夫 从
商经济优无奈离寻懂我男相处圆梦
不嫌你条件差 14707035743本人

本人男 51 岁丧偶退伍经商经济稳定
踏实稳重有责任感现寻重情顾家女
士为伴可带老人小孩 13418467222

李龙洙 22240519550326523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华容景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5 月 2 日已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解散，并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华容景明矿业有限责任公清算组

2012年 5月 5日

注销公告

长沙市武丹铝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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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湖南
钢材大市场第 10栋一单元 122号,
联系人：陈良丽,电话 13308412636

注销公告

蒋为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档 案号
43010000035975，声明作废。

一颗真诚的心能让你停留在这吗？
男 49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济收入生
活稳定没有负担诚寻善良会持家 想
成家的女士为伴可带老人小孩
135-9029-6623亲谈（中介勿扰）

真心成家男 52 岁，丧偶退伍，为人
随和脾气好经济优觅： 贤惠女为伴
13790236081拒中介，可面谈郑重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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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 联谊

占芳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4108181548，声明作废。

男 47 岁丧偶退伍军人踏实稳重有
责任感事业成功寻有善良孝顺顾 家
女士为伴 13790125920本人亲谈

湖南省送变电建设公司长沙城 北
220KV 变电工程项目部原 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鸿轩传媒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8 月
29 日核发的 430100000041688 号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 37离有车房觅 52岁下优秀男
女 59 离独居条件好可住女方家85218555

������受委托， 我司定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 10 时，在长沙市城南
中路 290 号矿物宝石市场前栋
3 楼本司拍卖厅，对长沙市德雅
路 219 号德雅公寓 002 栋 201、
202、203 号房地产进行公开拍
卖。 标的即日起展示，有意竞买
者， 请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 17
时前，携有效身份证明及保证金
20 万元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全额无息
退回）。
联系人：曾先生 13873115656
联系地址：长沙市城南中路 290
号矿物珠宝市场前栋三楼
工商监督：0731-89971678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长沙达嘉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遗失增值税发票，票号：
015288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进华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20105196508200058，声明作废。
罗桂四遗失集体户籍卡，身份证
号:430124197611147318，声明作废。

刘小辉遗失湖南师大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方向)学位证，证号：
1054242009005510，声明作废。

长沙天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白斐炳)法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海数码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
公司不慎遗失湖南省工商行 政管
理局 2009 年 10 月 16 日核发 的
营业执照副本 (2-2)S， 注册 号
430000000017872，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湖南益智贝拉乳品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1 年 8 月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 IC 卡，代码号:58090346-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续三个涨停， 前两个涨停当日的换
手率都只有可怜的0.01%。科学城自上周五
以来的走势， 让无数想追涨的投资者徒呼
奈何： 三个交易日不过成交600多万元，其
中前两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仅仅100万元。
这种无量涨停的背后有何蹊跷？

【盘面】
涨停初期买不进

周二， 科学城延续前两个交易日的涨
停之威再度涨停。成交量有所放大，但换手
率仍然只有0.13%。

科学城上周五发布的公告， 无疑是该
股连续涨停的“导火索”。根据这则公告，科
学城一方面出售现有资产， 另一方面将募
集资金购买矿业资产。可见这则突发利好，
立刻改变了科学城此前绵延了6个月的下
跌趋势。

从以往个股走势来看， 在突发利好刺
激下，涨停初期大多买不进。如近来表现极
为彪悍的浙江东日， 第一个涨停时的换手
率不过1%， 另一只也受重组利好消息刺激
上涨的ST天一， 前两个涨停的换手率都在

0.03%之下。 但类似科学城这样仅有0.01%
换手的个股，还不多见。

【解盘】
低换手意味主力高控盘

一旦个股出现这种极低换手的情况，一
方面表明该股的流通股已经大部分被主力锁
定之外，另一方面也表明投资者极为惜售。

从科学城去年7月以来的走势观察，截
止到今年1月停牌时， 该股已经连续下跌6
个月，下跌幅度超过60%，不论是主力还是
普通投资者都已经深度被套。 因而目前的
两个涨停还不足以让高度控盘的主力和深
度套牢的投资者抛售。 所以在突发利好和
高度控盘的共同作用下， 科学城才出现这
种极度无量的涨停走势。

【操盘】
必有高换手强震荡

尽管主力和投资者都极为惜售，但这种
无量涨停的局面却难以为继。一方面已经被
深度套牢的主力有部分变现的需求， 另一方

面主力也不希望目前持有科学城的投资者一
路“坐轿子”，因而高换手和强震荡不可避免。

为了连续拉升， 主力必须投入大量资
金。因而在股价上涨一定幅度后，主力必须
通过减仓来回收部分资金，以便进行下一步
操作。同时在股价大幅上涨之后，已经获利
丰厚的投资者有强烈的变现需求，不利于主
力的后市操作。因而主力必须采取强震荡的
手法，强迫换手，避免在之后的拉升中遭到
大量的抛盘。

对于科学城而言，无量涨停之后，也必
然迎来高换手和强震荡。因而投资者不会总
是“不得其门而入”，只不过一旦主力“开门
纳客”， 带给投资者的并不一定就是丰厚回
报，也许是套牢的开始。这就像《西游记》中
倒马毒桩蛰人的蝎子精，突然从背后给人一
下，往往致命。因而无量涨停的个股一旦开
始放量，投资者千万小心。 ■记者 李庆钢

互动
如果您有看不懂的股， 弄不明白的走

势，请致电0731-84326299，或登录CJ.VOC.
COM.CN，我们将专门为您解答。

妖，在神话中是一种变化无常、难
以琢磨的怪物。 围棋国手马晓春就因
为出招不按常理，而得了个“马妖刀”
的绰号。在股市中，也总有一些涨跌无
序、诡异莫测的妖股。它们总是横空出
世，霎那间就展现出最绚烂无比、夺人
心魄的走势。 但是投资者面对这样的
股票总是畏缩不前，就像《聊斋志异》中
面对魅力女妖却不敢上前的怯懦儒生，
最后只能让美丽的爱情从指间滑过。

在神话传说中， 照妖镜是最佳的
斗妖武器。 希望借助股市照妖镜这个
栏目， 从技术分析及主力操作的角度
出发， 为投资者剖析个股走势背后的
含义， 让投资者对主力操作手法及技
术分析有一个形象化的了解， 从而让
云山雾罩中的妖股原形毕露。

科学城：无量涨停，使啥妖法
提醒：无量涨停的个股一旦开始放量，投资者千万小心

惊

【妖怪】 蝎子精
【法术】 倒马毒桩背后蛰人

【妖股】 科学城
【手法】 无量涨停后突然放量

【开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