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方：宁波海顺
短期内2300点上方的

振荡休整都是为后市行情
的上涨打下坚实基础，操作
策略上建议投资者可持股
待涨，对于相关优质个股可
逢低介入。

空方：福建天信
目前基金仓位已经位

于高位， 结合深证成指的
弱势， 沪指后市极有可能
在冲高后上演跳水走势，
目前的首要防范是短期急
跌的风险。 ■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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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仕贞遗失车牌号湘 AB4675的
编号为 430105011975的道路运
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能碳素制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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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陈坚，电话：13647316902

注销公告

湖南新灯塔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0 年
10 月 29 日核发 430103000070
708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宏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11755847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莫雪玲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身份证号 4508031988082766
28，声明作废。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东
自字，长国用（2003）第 007149
号，芙蓉区韶山北路 112 号（原
韶山北路 84 号）天心电子大楼
1-2层国土证作废。

遗失声明

2014 年 9 月 1 日，我局联合公安
部门在京港澳高速衡阳段查获车
牌为冀 FY0295 货车涉嫌无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的卷烟 950 条，现我局已对该
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
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
日内到衡山县烟草专卖局（地
址：衡山县人民西路 112 号，电
话 0734-5815054）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
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上述卷烟
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衡山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长沙市天心区飞翔木业经营部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一张，
代码：362699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公告声明

湘阴县神龙寨原味养生馆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编号 L64345641 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诚益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 1173 0517 23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统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为：甘红星 、龙
雪芬、章文侃 ,其中甘红星为
清算组组长，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
公告！ 联系人:甘红星 ,联系
电话：18975930666 地址：新
邵县经济开发区财兴路

湖南统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 0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清算公告

周辰、刘晓莉遗失万达 C1-116号
房收据，编号 1114347，声明作废。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以下单证遗失，声明
作废：000044693、0040105761-
5765，5767-5775。 周玮遗失保
险销售从业人员职业证，编号
0200324300008000201400036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申少波遗失湖南科技大学毕业
证，证号:105341200705003502，
声明作废。

罗臬昊遗失保险从业资格证，证号:
00201109440000026309，声明作废。

汤和平遗失警官证，证件编号:
015400，声明作废。

郑小娟丢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证，编号：1273
91201106000550声明作废。

长沙市点嘉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恒达路 269
号运通尊苑 2 栋 1302 房，联系
人:胥蓉，电话 18773178713

注销公告
保靖县强发客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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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
系人：王孔云，电话：13974330067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
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请债权人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
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运泉
电话：13808452761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金鹰
影视文化城 邮编：410001
湖南华夏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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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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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本报9月15日讯 今天上午，
世界自然遗产崀山再添新景:中
国崀山天彩文化小镇竣工开业，
同时， 2014湘西南旅游展览会
也在此隆重开展。

中国崀山天彩文化小镇是

新宁县一家重点招商项目，今年
夏天，深圳市天彩集团有限公司
进驻崀山后，以高标准、高品位、
高效率对小镇进行了全新建设。
天彩文化小镇建筑风格整齐划
一，独具特色，处处散发出江南

的古朴气韵。 同时开展的2014
湘西南旅游商品博览会更丰富
了小镇的内涵。

据悉，这次在崀山举办的旅
游商品博览会，是湘西南地区首
次举办的以旅游商品展览交易

为主打的旅游行业盛会，省内外
参展企业108家， 共设标准展厅
60个， 主要展出旅游工艺品、旅
游食品、旅游土特产品、珠宝奇
石等湘西南特色旅游商品。
■通讯员杨坚记者陈志强陆益平

中国崀山
天彩文化小镇添新景

经济信息

闲置资金睡大觉？ 账户闲钱怎么办？
活期利息实在低，转到银行好麻烦，炒股
还得转回来，现在有了华泰“天天发”现金
管理工具，每日收市后自动参与，资金随
时可用，四倍活期收益，利息“赚”不停。据
了解，目前华泰证券的理财产品紫金“天
天发”，6倍于活期收益， 能够很好地在行
情不好或者账户出现资金闲余时保证投
资者收益。

近日公布的“天天发”资产管理报告
显示，“天天发”创造了自成立以来的收益
率历史高位，稳居同类产品前列。周先生
是一名公司白领，账户里的闲钱没时间打
理，最近在网上通过华泰旗下涨乐商城花
了几分钟时间电子签约参与了“天天发”，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5万元闲置资金，放
在活期账户上一年的收益只有175元，参
与“天天发”持有一年有望获得6倍的活期
收益，多赚875元。

据了解，华泰紫金“天天发”旨在盘活
投资者炒股闲置资金，实行“0”管理费、
“0”参与费和“0”退出费，每个工作日开
放，卖出股票的资金当日即可参与；赎回
资金当日实时可用，次日可取，不影响日
常正常交易，真正实现了账户资金天天开
放，进出自由，极大限度地满足了投资者
对理财便利性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需求。

■记者 黄文成

易方达八成股
基涨超10%

近期， 沪指跃上2300
点，创下15个月来的新高。受
此影响， 一些提前布局的基
金公司整体业绩表现优异。
本轮行情的另一大亮点是，
一些擅长主动管理的基金公
司整体业绩表现优异。 以易
方达基金公司为例， 银河数
据显示，截至9月9日，易方达
旗下主动股票基金有22只
最近三个月涨幅都超过了
10%，占比约八成，其中有8
只涨幅超过了15%， 易方达
科翔 (19.22%)、易方达资源
行业（18.33%）、易方达消费
行业（16.13%）表现尤为抢
眼。 明星指数基金产品最近
三个月表现也非常出色，其
中 易 方 达 上 证 中 盘 ETF
(18.48%)、 易方达中小板指
数分级（15.55%）、易方达深
证100ETF（14.55%）。

■记者 黄文成

鹏华医疗保健
基金热销

继谷歌切入移动医疗领
域后，苹果也力图将Health�
kit打造成健康数据的集成
平台， 健康医疗正在成为吸
引全球资本汇聚的领域。反
观A股市场投资机会， 越来
越多上市公司意欲打造医疗
平台。 然而众多概念股参差
不齐， 投资者们或可借助主
题基金投资医疗板块。

专注投资医疗健康领域
的鹏华医疗保健基金近期正
在热销， 投资者可以通过鹏
华基金官方网站或建设银行
各网点进行认购。 鹏华医疗
保健基金投资于医疗保健行
业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占非
现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具体来讲，包括化学制
药行业、中药行业、生物制品
行业、医药商业行业、医疗器
械行业、医疗信息化、健康养
老和医疗服务等行业。

■记者 黄文成

自7月6日以来，三湘财富大讲坛已成
功举办了四期。其中第四期活动，选在风
景优美的宁乡县关山古镇，让投资者走向
户外，休闲投资两不误。

据大讲坛负责人许胜介绍，未来类似
的沙龙活动将不定期举行，将相对压抑的
会议室沙龙活动搬到户外。接下来的第五
期可能会选择在长沙郊区的农庄召开。

未来大讲坛还会开展包括理财、收
藏、国学、养生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交流会。

咨询电话：0731-84326299
互动QQ：64995063
长沙网：http://www.0731go.cn/

■记者 黄文成

好比爱情是影视剧中
永恒的话题，并购重组同样
是资本市场永远不变的热
门话题，而今年以来这一话
题尤为疯狂。9月15日，接近
60只个股涨停，其中涉及并
购重组题材的即达到11只。

实际上，不仅是成功重
组的上市公司，遭到市场的
爆炒，甚至一些公司重组失
败的公司也被市场热捧，如
9月15日宣布终止重组浏阳
河酒业的皇台酒业依然大
涨6.7%。对此，有观点认为，
A股进入并购重组时代。

【怪象】
重组失败依然受热捧

今年上半年， 顺荣股份
在宣布终止重组并复牌后连
续3个跌停板，长沙一家曾在
去年创下单月50%收益的私
募基金也被深深套牢。然而，
进入9月份以来，却出现了冰
火相溶的怪象———即使重组
失败，市场依然继续热炒。

同花顺财经统计显示，9
月1日至15日， 共有英唐智
控、九洲电气、赛象科技、丰
华股份、泰亚股份、华中数控
和皇台酒业7家上市公司宣
布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计
划并复牌。 停止重组后的复
牌首日，5家公司报涨停，15
日宣布重组终止浏阳河酒业
的皇台酒业也大涨6.7%。

财富证券李朝宇表示，
在目前行情较好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即使出现利空消
息，也会被市场淡化，而且
近期大盘大涨，一些因重组
停牌的个股，在复牌后也存
在补涨的需要。

【乱象】
“玩跨界”变成潮流

上市公司“玩跨界”并
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大批
上市公司集体“跨界”，则显
现出当前市场不同的一面。
今年以来，在跨界“狂人”湘
鄂情的带领下，A股的上市
公司纷纷玩起了跨界并购。

如9月1日涨停的个股
中，涉及重组题材的江泉实
业、 泰亚股份等11家公司
中，仅有锦富新材一家收购
资产与主业有关，其余均为
跨界重组。

在湘股中，跨界“达人”
则非熊猫烟花莫属。因为现
有业务增长乏力，熊猫烟花
此前已推出重组方案：入主
华海时代，进军影视文化行
业。8月份公司实际控制人
赵伟平又放出风称，熊猫烟
花未来将把金融作为主要
业务，公司名称也有可能变
更为熊猫金融或银湖金融。

李朝宇认为，这体现了当
前资本市场愈发活跃的情况
下， 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

仍然需要等待市场的检验。

【机会】
200多家处于重组停牌

9月15日早间， 天兴仪
表等8只股票就齐刷刷宣布
因重大事项停牌。而截至当
天因重组或重大事项停牌
的个股已超过200家。

李朝宇指出，就目前情
况来看，三类公司出现重组
可能性较大：

1、公司业绩极差，或者
面临ST或退市，而不得不进
行重组 ；2、 具有国资背景，
在国资改革的政策契机下
被迫重组；3、 业绩较好，手
中持有现金充裕或者公积
金较高的上市公司具有主
动寻求并购的需要。

国务院3月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规定除
“借壳上市”外，上市公司其他并购重组均取消行政审核。此举大大降低了企业并购
重组的成本，加之行情升温，并购重组题材概念今年以来尤为疯狂，怪象乱象层出，
其中也不乏投资机会。

A股并购重组花样翻新

上市公司跟风“玩跨界”

货币资金持有量
排名前10的个股
简称 货币现金（亿元）
大康牧业 43.34
恒瑞医药 28.17
国民技术 20.75
粤 传 媒 17.29
汤臣倍健 15.4
东软载波 15.18
数码视讯 14.64
华北高速 14.62
广 联 达 13.04
美亚光电 12.14

■记者 黄文成

互动

财富讲坛走向户外

华泰紫金天天发
6倍于活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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