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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湖南华升集团公司和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
司的联合委托，对岳阳华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一房产公司”）100%股权以及湖南华升集团公司、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等
对华一房产公司的 143,254,528.33元债权发布转让公告。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华一房产公司成立于 2002年 6月 18 日， 位于岳阳市

岳阳楼区北环路洞纺文化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整，其中湖南华升集团公司持有 20%股权，湖南华升洞庭麻
业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 公司经营范围：凭《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
克森评报字【2013】第 023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3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华一房产公司经评估的资产总计为人
民币 41886.10 万元，负债总计人民币 27119.39 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 14766.71万元。目前，该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
并经湖南省国资委批准。 评估报告结果已经湖南省国资委
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45500 万元（其中含债权人民币
143,254,528.33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徐女士 0731-84117687
��������四、公告期限：自 2013 年 9 月 9 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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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债务处置等详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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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9月 9日

岳阳华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
权以及 143,254,528.33 元债权转让公告

全国免费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400-668-7752水疗热线：

30天包换
终身免费维修

某电视栏目《百科全说》播出“洗肠栏目”之后，全
国各地的中老年便秘人群、 爱美人士纷纷流行起肠道
水疗通便。一时之间“肠博士排便清肠器”供不应求，使
用体验后的人，大呼神奇···不运动，不喝茶、不节食、
不吃药、纯物理疗法，绿色安全。 只要使用“肠博士”每
天就能轻轻松松治便秘， 简简单单排出肠道内残留的
宿便、毒素、垃圾、油脂。

习惯性、顽固性便秘是人体健康的大问题，肠道淤
积的毒便久不排出，会引发多种病变，尤其是中老年心脑血管病患者，因排便困难，有可能
导致重症突发。 其中以眼压升高，眼底出血而导致视网膜脱落最为常见。 传统药物疗法以
泻为主，损伤肝肾，破坏肠道正常菌群，导致黑肠病！“肠博
士”采用智能化互动界面，双档位调压，单手即可使用，纯天
然物理疗法，简单安全。 只需 3分钟立即排便，干净无残留。
天然肠道水疗是强化人体自身机能的自然运动，无副作用与
依耐性，能及时清除体内的有害宿便和毒素，清肠毒、排宿
便、养容颜、减肚子，被誉为 21世纪最安全的物理清肠疗法。

1、老年人:老年人的结肠蠕动减弱，肠内容物运行时间较长，肠胃
反射减弱，腹部及盆骨肌肉收缩力下降，使排便困难。
2、糖尿病人群: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便秘不容忽视，在诸多并发症
中，失明和心肌梗死是两项重要的致残、致死原因。 而长期便秘，会
引发眼底出血和血压升高，导致失明和心梗。
3、顽固性便秘:精神性便秘及对便秘常用药物已有较大抗药性的
患者，使用本产品可迅速消除便秘症状。 使患者身心愉悦。
4、减肥者:减肥期间，许多人药物一停，不仅反弹还发生便秘。 使用
“肠博士”每天都能看着宿便、油脂类垃圾排出体外，轻松减肥不反弹。
5、爱美人士:宿便是人体肠道内一切毒素的根源。 宿便中的毒素被
肠道反复吸收，导致女性面色晦暗无光、皮肤粗糙、毛孔扩张、口臭、
痛经、月经不调、肥胖、心情烦躁等症状。

使用无效
全额退款

一、“肠博士” 全国仅此
一家，专利号为：ZL200920
07693.X，谨防假冒。

二、 为避免患者上当受
骗，每台“肠博士”外包装上都
有防伪涂层，相当于每台都有
自己专属的身份证号码。

三、“肠博士”可多人使用，
一个家庭购买 1台即可，网上
所谓的一人一机实为不良商
贩的说辞。

四、 我们没有做任何网络
销售， 并已经委托法律部门，
启动对销售假冒伪劣“肠博
士”的网站起诉，追究其法律
责任，保障患者的合法利益。

★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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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水 治 便 秘
只需 3 分钟

创业板指上周五再创1267.53点
历史新高，自去年12月4日以来，累计
涨幅已达116%，9个月即实现翻番，是
全球股市同期涨得最快的指数。当
1300点基本成池中之物时， 本周创业
板指数能否突破上升通道， 开启更大
幅度的上涨空间？

9个月翻了番

专家越说创业板风险大， 它越是
不断创出新高。9个月时间、 三波快速
上涨，创业板指数实现翻番。由于前期
高点已被突破， 也就是说如今创业板
每涨一点都在创造历史。

如果说去年12月至今年3月的第
一波上涨是“随波逐流”，那么创业板
指数3月之后的两波快速上涨，则完全
是“逆天行道”，因为同期的大盘下跌
了近200点。 而去年12月4日以来，创
业板的三波上涨已形成一个非常漂亮
的上升通道。

9月6日创业板指数再度刷新记
录，最高涨至1288.26点，几乎触及上
升通道的上轨。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 日信证券
黄亮表示，1300点已不在话下，不过应

该还是会维持震荡上行的节奏。
但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 国金证

券高远认为， 不排除突破上轨加速上
涨的可能。“创业板的权重股， 如华谊
兄弟、乐视网、爱尔眼科等，在经历一
波小幅回调后都开始突破上涨， 这将
带动指数加速上涨。”

绩优股将牛上加牛

创业板能够形成如此持久的走
势， 与TMT行业受热捧不无关系。
TMT行业，是科技、媒体和通信三个
行业英文缩写。 今年来以移动互联网
带动的TMT行业热潮，打造出了一个
牛股集中营， 涌现了中青宝、 上海钢
联、华谊兄弟等涨幅超过300%的超级
牛股。

黄亮表示， 短期来看，TMT行业
随着后市掌趣科技、奥飞动漫、乐视网
的相继重组复牌， 应该还会激发场内
资金的炒作热情。不过中期看，行业个
股会出现严重分化， 一大批没有业绩
支撑的个股会走向价值回归的过程，
而真正在TMT行业中获益的上市公
司，业绩将明显提升，从而支撑公司股
价持续走高。

大势猜想：
突破年线压力位
实现概率：80%

大盘周线7连阳， 近一
年半来还是第一次。本周大
盘震荡盘升冲击年线2150
点的可能性较大。
应对策略： 有主力深度介
入、 符合真正自贸概念、且
业绩优良的低价股，有望持
续地被市场炒作。

主力猜想：
“左手成长右手蓝筹”
实现概率：75%

在蓝筹股再度崛起的

同时， 成长股依然保持强
势，“左手成长右手蓝筹”或
为基金经理投资的重要策
略。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9月
调研报告显示， 私募基金8
月普遍加仓，关注的板块有
所转换，家用电器、机械设
备等周期性行业获得青睐。
应对策略：成长股整体估值
偏高，去伪存真、精选个股
尤为重要。

热点猜想：
自贸区和土改反复炒作
实现概率：70%

无论自贸区概念，还是

土地流转概念，其实质都是
因为有政策红利。需要注意
政策红利能否最终落地，落
地后是否符合预期，一旦政
策如预期落地，相关个股估
值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建议
关注土地储备量大以及经
济发达地区的个股。
应对策略： 关注土改概念
股：亚盛集团、罗牛山、申
达股份和中华企业； 等待
自贸区概念股上港集团、
浦东金桥、 外高桥等回调
再介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整理

9个月翻番，创业板指牛冠全球
本周一旦“出轨”将加速跑

创业板指数翻番，无疑给股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众多资金已纷纷涌入
曾经被人们称为“垃圾板”的创业板，不少曾经坚定炒蓝筹股的股民也纷纷“改行”
炒小盘股。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李布维，就是一位曾经坚定看好房地产股的老股民。他曾
向记者表示，房地产“招保万金”持有非常安全。

然而今年8月以来，他把手中的地产股悉数斩仓，集中精力炒创业板、中小板
的科技股。8月19日，李布维买入长城电脑，21日，他挂涨停价出货，最终赚了20%。

对于转变，李布维的道理很简单，存在即合理。创业板股价虽然高，市盈率虽
然已是市梦率，但它们具有持续性，能够让你赚钱。而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已然
成为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我两个女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通过电脑或者手
机购买。李嘉诚也曾说过，谁不懂互联网，未来将错失良机，因此我坚定看好创业
板、中小板科技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地产股“铁粉”追逐创业板“市梦率”

上周五沪深两市指数
出现严重分化，沪指因为上
海自贸区概念的重新活跃
而放量走高，而深成指则全
天震荡盘整。

多方：大摩投资

本周基本面上将有多
项经济数据密集发布，从之
前的PMI数据来看，宏观经

济短期企稳反弹的迹象明
显，如果数据有超预期的表
现， 或将推动指数继续回
暖。

空方：巨丰投顾

年线、半年线都在2150
点附近，鉴于多方迟迟不能
发起有力度的突破动作，短
期有必要防范一下可能出

现的回洗动作。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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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

牛熊论剑…

本周股市三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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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数日K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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