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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电视” 市场火爆，三星独占八成
今年以来，“曲面电视” 市场快速

扩张。 在各大卖场，曲面电视作为厂商
们的最新旗舰产品已经摆放在最醒目
的位置。 “曲面” 大有取代“平面” 之
势，而推动这场变革的正是三星电视。

今年年初，三星革命性地推出了全
球首款曲面 UHD� TV� HU9800， 彻底
颠覆了“电视 =平板”的固有认识。 如
今，“曲面”之风更加势不可挡，三星扩
容了超强曲面阵容： 涵盖 6 个系列 12
款产品，横跨 48 吋至 105 吋超大区间，
囊括 UHD 和 FHD 两个阵营， 甚至还

为曲面电视量身定制了“曲面音响”。
“全曲面”解决方案的推出，使得三星曲
面电视的霸主地位已无人可撼。

“曲面”的魔力何在，难道仅仅是更
美观？ 三星认为，这一切源于消费者对
更清晰的画质、 更舒适观赏体验的追
求。 历经 4年多的研发，三星终于设计
出 4200mm的全球最佳曲面半径，为观
众提供更科学和舒适的“环抱式”视觉
体验。 同时，三星曲面电视独创的超高
清臻彩画质和自动景深优化技术，显著
提升了图像品质，可呈现栩栩如生的逼

真色彩和犹如裸眼 3D一般震撼的视觉
效果。 三星 105 吋全球最大曲面电视
S9W，更是“曲面”+“UHD”理念的极致
体现，为消费者呈现出超乎想象的视觉
终极盛宴。在中国市场，“曲面电视 =三
星电视”已深入人心。 奥维咨询（AVC）
监测数据显示， 在 2014 前三季度中国
曲面彩电市场，三星电视的市场份额高
达 85%。 分析人士预测，随着“全曲面”
解决方案的推出，三星电视在中国高端
电视市场的布局将进一步完善，未来或
将创下更高的市场占有率。

搭载 1.2THP发动机 C4L新车型或将明年上市
近日，继东风雪铁龙全新小排量涡

轮增压发动机 1.2THP 即将上市的消
息传出后，搭载 1.2THP的 C4L 新车型
有望在明年上市的消息又扑面而来。
1.2THP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上市， 标志
着 THP 家族又将添一新生力军；而
C4L� 1.2THP 车型上市后，也将宣告东

风雪铁龙“龙腾 C 计划” 的实施取得
了又一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 搭载 1.2THP 发动机的
C4L 新款车型， 有望延续 C4L 全系的
动力优势，并在油耗方面给我们带来新
的惊喜。与同类发动机相比，1.2THP的
油耗减少 8%， 以此保守推测， 搭载

1.2THP 的 C4L 油耗表现也不会辜负
消费者。 根据 1.2THP发动机的性能表
现以及 C4L 在市场上两年来的精耕细
作，我们有理由相信， 1.2THP 车型作
为 C4L 迈入小排量车型市场的开拓
者， 必将成为东风雪铁龙 C4L 全系的
又一主销车型。

新浪中国教育盛典 11月 27日举行
中美韩三国大咖雄辩在线教育

“新常态”成为 2014年乃至未
来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基金行业也
看到了这一趋势。 工银瑞信基金紧
密跟踪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 该公
司一直专注于“新常态”下投资机遇
的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基金已获
得证监会的批准，于 11月 24日至

12月 9日发行， 发行期仅 12个工
作日。 工银创新动力基金将以寻找
能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
动力为出发点， 寻找符合中国经济
转型及创新大方向的新科技、 新业
态、新产业中的优秀投资标的，投资
范围较工银信息产业更全面。

基金抢占“新常态”红利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本周发行

2000 多万条年度搜索数据、
1300余亿元行业规模、高达 31.7%
的行业年复合增长率……在一系
列数据背后，2014 年在线教育的
井喷式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 GSV 全球教育行业报告预测，
2017 年全球在线教育市场规模预
计增至 2555亿美元， 在线教育的
发展势头依旧强劲。

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步入
“黄金期” ，教育行业也举起变革

大旗。 站在转型期的路口，教育机
构应如何应对在线教育的兴起？

移动互联时代的在线教育将
走向何方？ 11 月 27 日，新浪教育
频道主办的第七届“2014年新浪
中国教育盛典” 将荟萃全球教育
界精英，共同聚焦“指尖上的中国
教育” 。

欲了解此次盛典活动详情，
可直接与我们电话联系， 或私信
联系@新浪教育盛典 官方微博。

债市走牛，后市仍可期
今年债市走牛，债基持有人普遍获得

稳定的收益，如果遇到优秀的投研团队和
明星基金经理， 喜悦或许还将进一步放
大。一年之前选择长信纯债一年定开基金
的投资者便是这样的幸运儿，该基金由长
信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李小羽先生亲自
挂帅，成立以来收益不俗。Wind数据显示，
截至11月14日， 该产品A类、C类份额自
2013年 11月 29日成立以来分别斩获
13.61%和13.18%的总回报。由于首个封闭
期即将结束，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预计
于12月1日打开申购，去年错失这只产品的
投资者不妨重点关注。 谈及后市投资李小
羽先生表示， 债市牛市行情有望持续，没
有看到市场的转折点。 ■记者 黄文成

本周11新股发行，今年最大单次IPO冻结资金量来袭

湘股“新兵”值得关注
11月24日，A股新一轮

的11只新股申购启动，拟募
集资金82.1亿元。其中周一
7家，周二3家，周四1家。25
日， 湘股迎来今年IPO开闸
以来第三只新股———方盛
制药。据机构测算，本周一
级市场的冻结资金峰值将
达1.6万亿元， 为今年以来
单次IPO最大冻结资金量。

11股连发冻结巨量资金

从24日起，A股迎来一
波11股集中IPO。 根据时间
安排，24日有7只新股申购，
分别是柳州医药、 道氏技
术、雄韬股份、维格娜丝、凯
发电气、燕塘乳业、王子新
材；25日三环集团、 方盛制
药、 海南矿业开始申购；27
日华电重工开始申购。

目前，从已公布发行价
的公司来看，最高的为柳州
医药26.22元；最低为王子新
材9.23元。 而从市盈率方面
来看， 平均在20倍左右，最
高的是燕塘乳业 22.87倍，
最低柳州医药19.71倍。

央行降息后再“放水”

11月20日下午，银行间
交易至17时才结束，极为罕
见地延迟了半小时。这一般
只在资金面紧张、银行没有
平资金头寸时才会发生。

对此， 有分析认为，主
要是受到本周11只新股IPO
“抽血”的影响，市场资金紧

张。不过，央行在21日晚间
突然宣布降息，无疑给市场
解决了燃眉之急。

实际上，上周央行通过
公开市场操作向银行系统
净投放100亿元人民币。而
据业内人士估计本周或将
继续“放水”， 央行官微表
示，需要时将通过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及时提供流动性
支持。 ■记者 黄文成

大势猜想： 调整后迎新
一轮上涨浪潮

实现概率：80%
具体理由： 本次新股申

购将会冻结比之前更加多的
资金， 故周一还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 而周二则是最为稳
妥的进场时间，此后A股或将
迎来新一轮上涨浪潮。

应对策略：电力、铁路、
金融改革此类的改革概念仍
值得关注。

主力猜想： 可掘金高送
转行情

实现概率：80%
具体理由： 每年11月-12

月都是市场炒作高送转预期的
高峰时间， 投资者往往可以提
早布局，掘金高送转潜力股。根
据历史经验来说， 高送转的主
力多为中小盘股， 也就是中小
板和创业板的公司值得关注。

应对策略：上市以来从未
进行高送转的公司，比如利君
股份、青青稞酒等值得关注。

热点猜想：石墨烯产业展
会举行

实现概率：75%
具体理由：中国唯一的石

墨烯产业综合展“2014中国国
际石墨烯展览会”将于2014年
11月26日-28日在广交会馆召
开，这或将带来一波行情。

应对策略：可关注金路集
团、烯碳新材、中国宝安、方大
炭素、华丽家族、维科精华等。

■记者 黄文成 整理

今年下半年以来，新股中签率普遍较低，这也使得一级市场一签难求的热情传达至二级
市场。而新股挂牌上市后，往往都能出现数个甚至数十个“一字”涨停板。

广证恒生分析师张广文撰文指出，在此情况下，提高新股中签率成为当前首要考虑，然后
才是新股基本面。当然，同等条件下新股基本面良好的公司仍然是优先考虑的，如本轮中基本
面相对不错的方盛制药、维格娜丝等。

方盛制药（603998）是继楚天科技、金贵银业之后，湘股中今年发行的第三只新股。公司主
要从事心脑血管中成药、骨伤科药、儿科药、抗感染药等药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其招股说明书
显示，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2726万股。 从业绩来看，2012年、2013年净利润增长幅度分别为
27.45%、11.07%。此外，公司的网上路演就在今天。

可优先申购方盛制药

投资建议

11月22日，交通银行“地铁微旅行”活
动在悦方ID�MALL正式启动。活动除了为
城市达人私人定制四个月的“浪漫”旅行
外，百余家企业也以“五折狂欢”为吃货送
上实惠。11月23日和11月26日， 交行还邀
请了六位长沙知名的“城市大咖”为向导，
带队领略地铁2号的美食专线。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有关人士表示，
除了举办越来越多的便民活动外，交行也
将继续倡导生活化理财，“让理财成为生
活的组成部分，是未来金融生活中的发展
方向。”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蔡平

地铁沿线刷交行卡享5折

兴业名家讲坛长沙开讲
日前， 兴业银行私人银行部邀请百家

讲坛主讲傅佩荣教授在长沙北辰洲际酒店
讲授《易经的智慧》。2012年来，兴业名家讲
坛已邀请多位知名人士为客户提供文化盛
宴。 ■通讯员 董生昭 记者 蔡平

本周猜想

周二或为
最佳进场时间

长沙市粒徕迅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2 年 1 月 4 日核
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301030000978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公司工作人员因管理不善遗
失以下证照：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万家丽中路二段 239 号住宅
小区中城丽景香山园 4 栋 1801
房，产权人戴婷，（身份证号
码 432524198401120043）的编
号为“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7120
2866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二段 239 号住宅小区中城丽景
香山园 37 栋 801 房，预告登
记权利人刘江，（身份证号码
430123197603198354）的 编 号
为“长房预雨花字第 412069054
号”的房屋预告登记证。 特此
声明作废！
长沙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4日

遗失声明

长沙芙蓉区汇达服饰店遗失废票一
张，发票号码：143628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爱踢五一五一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

征婚男 53 岁丧偶退伍现经商多年
为成熟稳重真心寻觅重情顾家善解
人意女相伴可带孩 1832077667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湖南鼎汇光饲料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本部拟在长沙所辖县市区设立
分类广告（公告）业务代办点，
欢迎有资质、有资源者前来洽谈。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好消息 因新项目拓展需要，招聘广告
项目运营总监一名，高级策划
文案 2 名，广告客服代表 5名。
要求：市场开拓意识强，具相
关从业经验，有自带项目者优
先。 公司承诺给予一定的自由
发展空间，待遇从优。
联系电话：84464801
QQ：602058576

诚聘广告精英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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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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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0日，“作girl”·“作” 个够———
寻找花印女孩·全国校园行活动湖南赛区
在湖南商学院正式启动。选拔将一直持续
至12月4日， 市民海选现场扫二维码可获
50元花印商城红包等奖品。 ■记者 朱蓉

花印校园大使评选来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