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开复：问：百度和360今晚
的争夺战谁会输？答：用户。

@迮钧权-互联网分析师：360
搜索据传已占领10%搜索市场，攻击
百度的入口优势， 这是百度安身立
命的本钱，入口意味着流量，流量意
味着收入。身家性命岂能操于人手，
所以百度知道开始了反击，希望360
搜索用户设置自己为首页。360搜索
胜出的机会在于， 很多用户不清楚
自己使用的是百度还是360搜索甚
至Google，这是奇虎360的优势。

@金山网络CEO傅盛：360攻
击其他对手品牌的三板斧：1、 攻击
领导人人品 2、 攻击产品安全性 3、
攻击商业模式垄断或暴利。金山、腾
讯、小米都经历了，下一个是谁？百
度一下？

@郭昂9：这场仗继续打下去，
百度会在各种产品中禁止360的抓
取。 接下来就会是一个三败俱伤的
打法，360牺牲搜索体验， 并因此损
失一些用户。而百度会损失这些社
区产品的流量， 并有不正当竞争之
嫌。最关键的，双方已经直接刺刀见
红， 各种狠招可能无
法避免， 过滤广
告和标记不安全
结果将是 360强
力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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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丽南山， 养生天堂———世界滨海度
假养生居住地，20公里原生态黄金海岸
线，独揽山、海、湖、河、林和高尔夫六大稀
缺资源。夏天平均气温20度至28度，空气
含负氧离子是一般城市的50倍，被联合国

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地区之一，是中国长
寿之乡。

素有“东方夏威夷”“中国第二海南三
亚”的美誉。项目依海而建，离海30米，一线
海景，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全精装修带地暖，

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拎包入住，现房销售。
每周五实地旅游，看房，吃海鲜，看海

景，有意向购房者可报名预定。
总部：天心区芙蓉中路新世纪大厦（贺

龙体育馆）
热线：82020225/82020227
长沙县：开元东路47号尚城小区
热线：83992971/83992970����
雨花区:�韶山南路木莲路（大润发）旁

恒盛世家
热线:�83593815/83593816

岳麓区：金星中路步步高旁湘腾商业广
场3栋1812室

热线：0731-85074449

炎炎夏日去山东烟台避暑，双休日感受滨海生活
海景名宅均价4500元/平方米，全精装修，拎包入户

经济信息

什么是持仓量？

持仓量又称未平仓合约量， 是指到
某日收市为止， 既没有对冲了结也没有
到期交割的合约量(一般有手数来表示)。
一份合约必须既有买家又有卖家， 所以
多头未平仓合约量与空头未平仓合约量
相等。
期货投资咨询资格号码：TZ004421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期货知识

期货日评

■记者 肖祖华

未通过国家强制3C认证，且产品质量
不合格，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起火。

8月29日， 省质监局稽查总队赴耒阳
进行执法查处，现场查封假冒伪劣电线电
缆2122卷，货值42万余元。省质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将对相关产品进行召回，消
费者可以到相关门店进行退货。

【现场】 查获42万元“无证”产品
8月29日， 记者随同执法人员来到耒

阳市的灶兴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该公司厂
房门外悬挂的居然是“红新缘酒吧”的招
牌。工厂内，原材料、生活杂物随处堆放，
生产现场还养有数只鸡，鸡粪和饲养食物
随处可见，就是这样的生产环境，每天都
在生产线缆产品。经执法人员查证，该厂
至今未获得电线电缆的3C认证。

最后，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大量台
账和库存产品。台账显示，该公司生产的
产品主要生产区域在耒阳市，全市有经销
商180余家。 经清点， 共有相关产品2122
卷，货值42万余元。

【危害】 易导致线路短路电起火
在省质监局出具的一份针对耒阳市

灶兴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相关产品的检验
报告中，记者看到，该公司产品存在三大
问题，一是绝缘平均厚度不够，二是绝缘
最薄处厚度不够， 三是标志内容模糊不
清，无法识别印字内容。

省质监局稽查总队队长罗纳晚表示，
该厂生产的电线电缆主要是供应普通家
庭家装或者工厂生产用线，绝缘平均厚度
和绝缘最薄处厚度不够，都会带来极大的
安全隐患，容易造成线路短路，引起电起
火等危害。

绝缘体太薄，耒阳问题电线遭召回
危害：易致短路起火 省质监：购买前可先查产品“娘家”

消费者如何在鱼龙混杂的线缆中
辨别好坏呢？

罗纳晚表示， 对于市场上还在流
通的问题产品， 质监局将勒令即日起
进行召回， 如果已经购买了相关产品
的消费者可以到相关门店进行退货处
理。

罗纳晚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相关
线缆产品时，一定要认准正规厂家，湖
南全省总共75家线缆生产正规合格厂
家， 消费者可登录省质监局网站进行
查询，在购买产品时，一定要认准3C
认证，观看外包装字迹清晰准确，标志
模糊不清就很可能是不合格产品。

选购前可上网查产品“娘家”

部门提醒

空头气势汹涌
郑糖破位下行

周三郑糖早盘小副低开，盘中震荡
下行，创出近一年来的新低，尾市在空头
减仓被动拉升下期价有所回升， 主力合
约SR1301报收于5285元/吨，下跌90元，
最低5206元/吨。郑糖破位下行，空头气
势汹涌，但尾市短空在低位也相对谨慎，
目前行情维持在底部震荡博易的概率较
大。

IF1209主力合约周三低开小幅下
探后多方一度反击， 快速拉升至红盘后
震荡回落，午后低位震荡，报收于2232.2
点，下跌21.8点或0.97%，成交环比小幅
增加，持仓环比小幅减少，期指升水扩大
到16点。

沪深300指数周三小幅低开后，大盘
迅速拉升回补缺口， 由于量能配合不理
想，大盘再度回落，收盘再创新低，报收
2214.81点，下跌23.60点或1.05%。盘面
上看，权重股继续砸盘，成交量环比小幅
减少。

由于成交量持续低迷， 后市大盘有
可能再创新低。 后市关注消息面的变化
及量能的变化。

周四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轻仓做空。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这两天，你通过360综合
搜索访问百度知道、 百科、贴
吧等服务时，是否会强行跳转
至百度首页？ 这不是电脑问
题，更不是网速问题，而是百
度和奇虎360�“交锋”的阶段
性结果。

这两家企业，前者是搜索
行业龙头，后者正在大力挺进
搜索市场。

以“淡定”著称的百度董
事长兼CEO李彦宏这次很爷
们儿。奇怪的是，奇虎CEO周
鸿祎这次却出其低调。29日上
午， 仅发了一条“反垄断”微
博，再无动静。从两周前360
搜索低调上线，到现在迎战的
“沉默寡言”。显然，与百度的
搜索大战，周鸿祎并无把握。

这样的阵势，不禁让人担
忧 ，360和百度是否会重蹈
“3Q”大战的覆辙，让用户二
选一？现在看来，并非没有可
能。

一位业内人士预言，双方
一旦放手一搏，360可能屏蔽
百度广告， 标记搜索结果，进
而打“安全搜索”牌，百度有可
能直接屏蔽来自360
浏览器的访问。

■记者 未晓芳

百度理由

360搜索为快速提升用户流量和搜
索份额， 不仅违反国际通行robots搜索
爬虫规则，强行抓取大量百度内容，还通
过刻意模仿百度搜索界面风格， 诱导网
民使用其服务， 损害了网民知情权和选
择权。此外，360安全导航悄然更换默认
浏览器，误导用户，很多用户并不知道自
己一直用的是360代工的“山寨百度”。

360口吻
一家独大的现象必然导致垄断，垄

断的结果就是让这一行业彻底失去活
力和竞争力。让用户没有选择才是对用
户和行业最大伤害，只有竞争打破垄断
才会让消费者和行业获益，竞争会改善
搜索质量，让用户成为赢家。360会坚持
做搜索，就看百度会不会打压？

微博名人堂

10月19日起，
湘人可从武汉飞泰国

本报8月29日讯 亚洲航空公司推
出的“武汉至曼谷”定点直飞将于10月
19日首航，7点15分起飞，11点35分抵
达。30日凌晨开始接受网络订票， 旅客
如在9月5日前订票将有机会抢到单程
票价99元的超低价票，出发日期可以在
今年10月19日至2013年5月22日中进行
选择。

此次航线为亚航自东南亚连接中
国中部地区的第一条航线。 对乘坐高
铁到武汉只需1个半小时的长沙市民
来说， 大大降低了前往泰国旅行的成
本。

■见习记者 朱蓉 记者 唐能

“3百大战”打响
这次抢的是“搜索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