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主体完工

2016.5.6��星期五 编辑 陈香云 图编 覃翊 美编 刘迎 校对 汤吉A12 经济·行业

�������中年以后，人体“骨液”减少，就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腰膝酸软骨关节腰椎等关节疾病，就
像机器缺乏机油一样僵硬。 如何让僵硬的关节重新活动自如，补充“骨液”成为关键。

一种新的“生物骨液”正在风靡。每天只需口服 20毫升，生物成分迅速从胃到小肠到血液到
骨骼，全身骨骼就像上了机油一样，顺滑自如，骨关节滑膜得以修复，重生健康骨组织，让骨关节
回复年轻，重症骨病三五天后不疼，50天后下地干活，坚持服用风湿骨病渐行痊愈。 全国风湿骨
病康复中心为大力推广这种“生物骨液”，隆重推出“大型免费赠药体验活动”———

1、仅限 60岁以上风湿骨病患者，家庭困难者、顽固性、病程长、行动不便者优先免费发放。
2、每地区限额 50 名，按打进电话先后统计，每人免费领取两组，每组 40 天量【奇方补骨液

两盒 +百年胡氏补骨膏两盒】，每组药店售价 6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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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气康复热线：400-679-8511

小儿疝气可能影响睾丸正常发育，老年疝气易出
现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等前列腺疾病，严重患者甚至
肠梗阻、肠穿孔而危及生命。

最新医学证实：疝气（小肠气）前期多处于一种活
动状态，患者在腹部压力过大时，小肠掉到大腿沟或阴
囊，鼓出一鸡蛋大包块，平躺或用手推挤能自动缩回，
故称活性疝气，是临床不用手术治疗的至佳时机。

有个办法效果惊人，多年的疝气无需手术吃药贴
一贴大多康复了， 它源自权威机构 30 多年的临床验
方，由西安康洋药业生产独家采用内“消”外“修”疗法
理论和相关技术的产品【疝立消】，往肚脐上一贴，有
股暖流涌动，舒缓腹压、增加肠蠕动、软化消融疝包，
恢复网膜血液循环，促进自体修复和再生，迅速消除
疼痛、坠、胀等伴发症状。连贴几贴，增强疝环、疝囊颈
部软组织的弹性和韧性， 网膜厚度和弹性恢复正常，
疝环口生长型闭合，有效预防复发。

疝立消贴五大特点：1、方便：不用服药，无需手
术，每天只需用一贴即可。 2、安全：无创伤、无痛苦、避

免手术危险， 最适合老人和小儿
使用。 3、高效：磁芯助药力、一贴
见效。 快速缓解腹胀、腹痛、便秘、
绕脐腹痛。 恶寒肢冷、筋脉拘急等
症状。 4、彻底：疝立消贴一般 1~2
周期： 疝环闭合， 腹股沟韧性增
强，从根本上防止内容物破虚而出！ 5、临床中医验证：
疝立消贴适用于平躺时能自动回纳的疝气及患病 2
年内核桃大小疝囊的患者，1~2 疗程多可康复。 患者
一般使用当天不自觉放屁，腹部压力消除，坠胀、疼痛
感逐步减轻。 2~3 疗程，疝气鞘膜积液消除，咳嗽、喷
嚏、啼哭、劳累都不复发。 每日电话前 10 名可享受买
10 赠 3 再赠疝气带特大优惠。【疝立消】适用于腹股
沟疝、斜疝、直疝、股疝、切口疝、脐疝、小儿及中老年
疝气等，当日见效。 免费送货 / 货到付款

疝气 一贴就好不
开
刀

本活动属于纯公益性质，私自收费举报有奖。

颈腰椎、膝关节病

申领电话：400-857-2608

骨头校上油
骨病不再愁

668 元国药补骨液免费发放668 元国药补骨液免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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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5日讯 长沙市工
商局今天透露，今年1至4月，长
沙市新登记市场主体近4万户，
同比增长22.7%，日均新登记市
场主体325户。

“这主要得益于长沙商事
制度改革持续发力，简化准入、
降低门槛， 有效促进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长沙市工商局
党委书记、局长卓精华介绍，今
年来，社会投资创业势头良好，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从产业分布看，1至4月新
登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市场主体数量分别为588
户、1553户、14055户， 分别占
新登记市场主体总数的3.6%、
9.6%、86.8%。其中第三产业加
速增长，1至4月新登记第三产
业企业数量较上年同比增长
33.5%，“互联网+”和新兴服务

业成为增长热点，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呈快速发展态势。

从总量看， 长沙市目前市
场主体达59.3万户， 注册资本
（金）11453.6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17.4%和55.5%， 其中企业
20.3万户 ， 注册资本 （金）
11146.7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9.4%和56.3%。长沙每万人市
场主体拥有量811户，相当于12
个人里面就有1个老板。■金慧

在基金投资领域，短期业绩的
犀利常常引人注目，但中长期业绩
的优胜更能体现基金经理投资实
力。在2016年已开奖的一系列重量
级基金评奖中，嘉实成长收益基金
接连斩获“晨星2016年度基金奖”

和“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
金牛基金”， 也是今年市场上唯一
一只同时获得“晨星奖”与“金牛奖”
的明星基金，而基金经理邵秋涛低
调的成长投资哲学，也因此再次受
到大众的关注。 ■黄文成

1至4月，长沙日均增长市场主体325户

长沙每12人中就有1个当老板

4月28日至5月3日，国美在
线全站交易额同比增长300%
多，移动端占比高达69%，其中
空调同比大增500%多。 国美在
线金融理财“白拿”同样人气火
爆，仅参与华为Mate8白拿就有

2000多人。 为了满足五一出游
未能赶上抢购的用户，5月4日
至5日，国美在线还推出“后黄金
周”返场，精选爆款同价来袭。特
别是小家电方面，满立降+最高
100元的即领即用券可叠加使

用， 部分小家电支持第二件五
折。此外，比价京东贵就赔300，
大家电满1000减100，超市百货
买二付一，满199减100，投金宝
满10000送50， 家电3C白拿等
五一优惠仍将延续疯狂。

经济信息

家电套购五折起！
国美在线五一返场24小时百元现金券免费拿

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
部、中国保监会四部门5日联合
公布《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通
过多项措施使意外伤害保险最
大限度惠及广大老年人。

意见要求， 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特殊困
难群体和重点优抚对象等老年
人购买意外伤害险统保的相关

政策，使意外伤害保险最大限度
惠及广大老年人。倡导有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为退休职工购买意
外伤害保险，或对保费给予适当
补助。鼓励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
人提供理赔维权服务，依法维护
投保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用集体资金、 社会捐赠资
金等为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的，意见要求，应尊重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或捐赠人意愿，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 确保资金安
全。 特殊困难群体和重点优抚
对象等老年人参加意外伤害保
险的， 可由老龄工作部门或民
政部门统一组织或作为被保险
人代表与承保保险公司签订投
保合同。保险凭证要及时发放，
确保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受益
权。 ■据新华社

四部门联合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近日，由《证券时报》主办
的第十届“中国区优秀投行评
选”揭晓，兴业银行凭借在债券
承销和财务顾问方面的实力，
一举斩获“2016中国区最佳银
行（行业）投行”和“2016中国区
最佳财务顾问银行”两项大奖。

近年来， 兴业银行顺应社
会融资结构变化，积极打造“大
投行”业务体系，坚持以客户为
本、 以创新为引领的投行业务
发展理念，提供多元融资服务。
2015年， 兴业银行全年实现投
资银行融资规模超过8500亿

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承销规模3842.45亿元，承
销规模已连续四年居股份制银
行第一。同时，该行加快探索国
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新型城镇
化PPP等创新业务。

■潘显璇 管龙

兴业银行获2016中国区最佳银行投行和财务顾问银行奖

基金资讯

投资实力再获市场认可 新华鑫动力灵活配置发行
截至去年底的三年时间里，

A股市场大起大落，波动剧烈，不
仅考验着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和风
控能力， 更加考验他们对投资者
利益保护的意识。近期，第11届中
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榜单揭晓，
新华基金不仅荣获“三年持续回
报明星基金公司奖”，而且由崔建

波管理的新华趋势领航还荣获
“2015年度积极混合型明星基金
奖”，由李会忠管理的新华行业轮
换配置荣获“2015年度平衡混合
型明星基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由李会忠担任拟任基金经理
的新华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也正在发行中。 ■黄文成

优异业绩打底 工银瑞信摘得七项“明星基金奖”

《证券时报》主办的第11届中
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榜单本周揭
晓， 工银瑞信基金荣获包括海外
投资明星基金公司、 债券明星基
金奖在内的7项明星基金奖，是获
奖最多的五家基金公司之一。其
中凭借在海外投资方面优异的业
绩，工银瑞信荣获“2015年度海

外投资明星团队奖”，旗下工银全
球精选股票基金荣获“五年持续
回报QDII明星基金奖”， 工银全
球配置股票基金荣获“三年持续
回报QDII明星基金奖”， 两只基
金同时还获得“2015年度QDII明
星基金奖”。

■黄文成

金牛晨星双料王 嘉实邵秋涛演绎成长投资哲学

5月5日， 位于长沙县黄兴镇浏阳河东岸的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主体完
工，其独特造型的顶棚好似海浪拍打起伏。这个湖南最大的会展中心力争
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