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季节到来，不少市民都反映，最近
眼睛干涩、大便不畅、咽喉疼痛、浑身软绵
绵、总是打不起精神、胃口不好，茶饭不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医专家告诉我们：“以
上这些症状就是上火了。夏季高温，不少市

民出汗多补水少，更容易上火！” 为提高广大
市民的健康意识， 及早认识机体上火的危
害，王老吉药业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了“关
注上火，免费试饮王老吉颗粒”的公益活动。

据中医专家介绍， 上火属于常见问题，

天气炎热、熬夜加班、饮食辛辣、煎炸食物易
上火。上火短期内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时间
长了就会出现口臭、体臭，日积月累就可能
造成机体免疫力低下，疾病容易侵袭。

为了让市民重视上火危害，王老吉药业在
北京、上海、长沙、武汉、重庆、昆明、南昌3个直
辖市和4个省会城市的药店及社区同时开展活
动。 活动除了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的试饮外，
还将开展上火知识问答、互动游戏等节目。

据悉，王老吉凉茶颗粒，源自广东百年验
方，由岗梅、五指柑、淡竹叶等10味“下火植物
中药”精制而成：其中岗梅、淡竹叶、五指柑，
可以清心火、解热毒；山芝麻、布楂叶、金沙
藤、金樱根、木蝴蝶，可以利湿通淋，除肠胃之
火；金钱草、火炭母，则冰血去淤，疏肝和胃。

上述10味中药， 均是天然植物原料。不
但能有效防治上火引起的各种症状，还能有
效地排除人体的毒素，提高免疫力。

夏季高温易上火，王老吉颗粒关爱你

南方基金
推“金牌竞猜”

万众瞩目之下， 第30届奥运会已在
伦敦拉开帷幕，为了宣扬“更快、更强、更
高” 的奥运精神， 并遥祝中国队再创佳
绩、为奥运健儿呐喊加油，南方基金近日
在其官方网站（www.nffund.com）推出
“精彩奥运———金牌总数及每日金牌趣
味竞猜”活动。

据了解，8月10日前登录南方基金官
网参与“精彩奥运”金牌竞猜活动，在享
受竞猜乐趣的同时， 还有机会获得南方
基金特别准备的ipad2、数码相机、话费
卡等“四重好礼”。

南方基金客户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其实，投资理财就像奥运竞技，比实
力比技巧， 往往坚持到最后才能取得最
终胜利。我们打算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共
同为中国军团加油！” ■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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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七月， 奥运的七月， 乒乓旋风再次来
袭，7月21日-22日， 由中国联通主办的旨在提
升全民运动氛围的“乒乓在沃”第三届中国联通
乒乓球挑战赛长沙赛区选拔赛在长沙贺龙体育
中心乒乓球俱乐部敲响战鼓，1400余名长沙联
通客户踊跃报名， 联通省市分公司两级领导亲
临现场指导工作。

据悉， 本次比赛采取循环赛和淘汰赛分组
进行， 参赛人员按六个组别进行比赛。7月21日
的循环赛分别赛出各组16强，22日各小组前16
强一一对决，产生各小组冠亚季军，参加湖南省
级选拔赛。7月21日， 设在贺龙体育中心乒乓球
俱乐部的比赛现场人潮涌动， 参赛选手们个个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随着两位同是乒乓球爱好
者的省委领导顺利开球，赛事正式启动。记者发
现，一个个变幻莫测的出击，一道道优美无比的
弧线，一板板令对手无法招架的扣杀，将比赛推
向高潮，赛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尤其是22日下
午一场历时近40分钟的比赛让记者印象十分深
刻， 两位民间顶级高手的争夺从第一局开始便

进入白热化，一分球经常要打出20、30板，每局
比分都非常接近，13平、15平、17平，每一板球都
赢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40分钟的拉锯战结
束后，两位选手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地表示感
谢公司打造的这一赛事平台， 帮助他们得到了
一份无比珍贵的友谊。最终，林冲等12名选手顺
利晋级，将继续参加省级选拔赛，剑指全国总决
赛。

据赛事负责人介绍， 作为全省市州分公司
“乒乓在沃”乒乓球挑战赛的首发赛事，长沙市
分公司在以往营业厅报名、VIP客户经理报名、
高端客户集团报名三个常规报名渠道以外，另
行开通了微博报名渠道，借助“长沙联通”新浪
微博近13万粉丝的火热人气， 扩大了赛事筹备
阶段的宣传效果， 使此次长沙区选拔赛的参赛
人数较上届提升了近一倍， 共有来自不同年龄
不同行业的1400多名客户积极参与。 比赛现场
除常规准备充分外， 工作人员还贴心地在比赛
现场设立食品自助区、智能终端服务区、业务咨
询区、来宾接待区、互动游戏区及赛程申议区。

第三届“乒乓在沃”乒乓球挑战赛长沙赛区选拔赛圆满结束

经济信息

B股“一泻千里”，逐渐逼近“休克点”
市场预测B股将与国际板合并

华商中证500指数
分级基金明日发行

三季度以来，A股市场一再受挫，自
月初至今已累计下跌4.04%， 然而惨淡
逆市中却有诸多行业的中小盘股屡创
新高，表现抢眼。记者近日获悉，以被动
策略投资小盘股指数的华商中证500指
数分级基金即将于8月1日正式发行，旨
在通过被动投资策略，帮助投资者从整
体把脉具有高成长性且市值较小企业
的发展投资机遇。

据华商基金介绍，上述基金通过采
用指数化投资策略， 选择中证500指数
作为标的指数， 完全被动复制指数。中
证500指数是风格鲜明的小市值指数，
华商中证500指数分级基金利用指数型
基金“化零为整”的投资特点，能够为投
资者提供一个投资小市值公司的有效
投资工具，力求分享小市值公司快速增
长的成果。 ■记者 黄文成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至23日
停牌后，30日公布消息称， 购买中南钻石
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工业金刚石制造商，生产的高制品金刚
石、立方氮化硼市场份额世界第一。

江南红箭某高管告诉记者，收购中南
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一事，不是江南集团在
运作， 而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运作的，
这可能是出于战略布局来考虑。

■实习生 付勇 记者 赵伟

本报7月30日讯 嘉凯城近期发
布中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5.19亿
元，净利润-3.28亿元。

对于业绩下降原因， 公司相关方
面解释称，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度大
部分可结算的项目在下半年竣工，上
半年可结算项目很少， 由于房地产行
业结算的特殊性，这些项目未结算前，
销售出去的项目都无法结转利润。随
着这些项目陆续竣工并转入结算，预
计下半年的营业收入相比上半年有较
大增长。 嘉凯城目前能推的项目主要

集中在长三角城市圈， 在国家宏观调
控中受到的影响较大， 也导致利润下
降。

但从细分市场来看， 嘉凯城并非
所有项目都受困宏观调控。 公司相关
高层透露，目前嘉凯城多方措施推盘，
上海徐家汇核心商业区的嘉凯城（上
海徐汇） 中凯城市之光和杭州湖左岸
的销售形势看好， 这两个项目将在下
半年结算， 是公司今年下半年利润的
重要来源。

■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付勇

湘股动态

嘉凯城半年报亏损，下半年业绩看好 江南红箭收购
全球最大工业钻石厂商

国际板 中国正推进境外企业在A股发行上市。
这些企业在A股上市后因其“境外” 性质被划分为
“国际板”。

■记者 黄文成

继上周三之后， 新退市制度给B股带
来的悲观情绪，本周再次出现蔓延，且有
变本加厉的态势。

7月30日，B股指数大幅暴跌，早盘开
盘后仅半个小时， 指数即狂泻了6.5%，盘
中还创下2年来的新低点。 收盘有近40只
非ST类个股封住跌停，仅小天鹅B一只收
红。

【市场】 退市制度再引发B股狂泻

B股疯狂下跌，主要是由于退市制度
带来“不可避免” 的风险以及外资的撤
离。

周一，备受市场关注的闽灿坤B再度
跌停， 如果在接下来的4个交易日中，其
股价没有达到1元面值， 根据6月28日深
交所发布的“退市新规”，如果公司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一元面值，
将被终止上市。

“其实闽灿坤B只是B股的一个缩
影，B股中还大量存在接近面值的股票。”
李朝宇表示， 因而新退市制度对于该板
块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加上美元近期
的大涨，这就导致外资出于避险，转投获
利可能性更大的美元市场。

【去向】 未来将合并至国际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家为了招商
引资，并提高我国对外资的利用率，推出
了B股板块。”李朝宇表示，当时还是产生
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随着外
资不断地从B股撤出，该板块存在的意义
也逐渐消退。

对于B股， 长沙职业股民黄科表示，
“我一般把B股看做一个个股来看， 因为
整个B股还比不上A股的一只大盘股。因
而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基本可以
忽略。”

对于如何处理B股的问题，李朝宇认
为，“B股未来将被处理是毋庸置疑的，而
将其与国际板合并，并不是不合理的，毕
竟两个板块均以面向境外投资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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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2205期 本期投注额：18616406 元
中奖号码 9 7 8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6715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1197

中奖号码 9 7 8 6 3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2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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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 12088 期 本期投注额：77824388 元

22选 5第 12205期 本期投注额：1585064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1 02 06 07 13
中奖注数(注)

16
2665
37686

单注奖金(元)
28437

50
5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 (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 (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 (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 (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 (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2
0
14
5
65
8

232
70

4406
1170
18832
5129
200784
51207
2178964

单注奖金(元)
7856000

0
224000
134400
13638
8182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超
级
大
乐
透

生
肖
乐

奖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注）
6862

单注奖金（元）
６０

下期奖池 108698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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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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