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今日两只新股发行

11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止跌上涨126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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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高峰(身份证号为 429006198
71120305X)遗失龙湖湘风原著
G6栋 2203的税收缴款书（票证
字轨为 (141)湘地现 01062273,
2014 年 7 月 4 日开具）第四联，
缴纳契税 3913.47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羊楼司镇尖山生猪定点
屠宰场遗失临湘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0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82
000007256;湖南省临湘市地方
税务局 2010 年 09 月 19 日颁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地税
湘字 430682561723268，声明作废。

◆刘超不慎遗失车辆购车发票，
发 票 代 码 143001620660， 号
码 00372986， 车 架 号 LDC98
3T47G1569489， 车 型 ： 标 致
新一代 308，声明作废此发票。

◆朱万民遗失电工进网许可证，
证号 252301017778。 声明作废。

◆朱万军遗失电工进网许可证，
证号 252301017779，声明作废。

◆朱进伟遗失电工进网许可证，
证号 2523070177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祺鹏水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6月 1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381000028
665。 另遗失湘乡市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6 月 13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430381344860
5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前沿电脑服务部
遗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1 年 12 月 23 日核发注册号
为 430124600250762 的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谭军，男，32 岁，
因家事不快出
走十年至今未
归，家人苦寻无
果，全家盼归团

聚。 望知其下落者电告，实
情重谢！ 父 15388067218
兄 13786124635

寻人启事

◆张茜遗失五矿建设(湖南)嘉
和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57-904 房款收据，凭证号
码 1505563 金额 250715 元，声明作废。

◆杨通：遗失湘 BK0773 人保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车辆保险单及
保险发票，保单号 PDAA2016
43010000188169，遗失声明。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省倍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宁乡经济技
术开发区创业大道 1号
清算组联系人:肖鑫文 电话:
0731-89709397 18684662008
湖南省倍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6年 11月 25日

注销公告
长沙豪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为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湘龙街道
中南汽车世界 N07 栋 110-111 号。
联系人：曾龙溪，电话 15260036778

遗失声明
望城县铜官区供销社雷山农资
服务站遗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3年 6月 17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430122000010386 的营
业执照正本；望城县铜官区供
销社源嘉湖棉布门市部遗失望
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4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22
000010298 的营业执照正本 ；
望城县铜官区供销社务本五金
交电门市部遗失望城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09 年 10 月 21 日核发
的注册号 为 430122000010271
的营业执照正本；望城县铜官
区供销社陶城宏星日杂部遗失
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2 月 4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2
2000010327 的营业执照正本 ；
望城县铜官区供销社苏蓼沙甲
生资点遗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6 年 9 月 7 日核发的注册
号为 430122000010302 的营业
执照正本；望城县铜官区供销
社苏蓼垸商店遗失望城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4 日核发
的注册号 为 430122000010492
的营业执照正本；望城县铜官
区供销社陶城商场遗失望城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7 月 5 日
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2200001
0669 的营业执照正本；望城县
铜官区供销社液化气点遗失望
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2
2000010222 的营业执照正本 ；
以上证件，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兴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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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
沙市开福区浏阳河路 412 号 405 房。
联系人：王观翔 18670053200

◆林丽(身份证号 43010419731104
002X)遗失 2005 年颁发的小学高
级教师专技职称证书，声明作废。

◆赵勇 430321198803104538 高级
电工证：三级/高级技能，维修电
工 1618091019300382，遗失作废。

◆晏婷遗失资料员证，证书编
号：43151140003249，声明作废。

◆刘艳遗失资料员证，证书编
号：431611400002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乾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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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 黄玲奇 ，18163971878

注销公告
长沙玺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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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王彤，13875889698

注销公告
长沙市合湘鑫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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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 张杰贵，18684708339

◆黄慧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419840705122X，声明作废。

◆刘卓鹏长沙医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专科毕业证(编号 1082312009
06000791）丢失，声明作废。

◆陈雯遗失中级美容师证，证号
0518001324400249，声明作废。

◆彭伟遗失土建施工员证件，编
号：116011401050声明作废。

◆郭双成遗失土建施工员证件，
编号：116011401049声明作废。

◆胡晓霞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郴州
碧桂园房地产公司办理了认筹
手续，缴交认筹金 5000 元，票
据号码为：00000189，声明作废。

◆罗忠兵遗失株洲市中心医院
开具的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
具，发票号码：0008410925 金
额 20719.29元，声明作废。

◆周鹏遗失五矿·哈佛小镇
2034-1203房收据一张，凭
证号：1653085，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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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华会计从业资格证遗失，档案号
是 430521197311097307声明作废。

◆彭喜不慎遗失货币补贴资格单，
单号 200805041520A，声明作废。

◆柳文苑遗失 2016年 7 月 20 日签
发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
格证明（原件），证书编号 20
16143060110576，声明作废。

◆伏佳遗失湖南湘骏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发票代码 14300162
0660，号码 009481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无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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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邓正杰，电话 18684816927

◆周佩佩，于 2016年 11月 24日
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90319910
1021521，声明作废。

◆夏雄遗失土建施工员证，证号
43161010000958，声明作废。

◆樊冠凯遗失土建施工员证，证
号 43161010000962，声明作废。

◆刘丹遗失质量员证，证书编号：
43151060004605，声明作废。

◆魏国坤遗失质量员证，证书编
号：43161060000407，声明作废。

◆程前遗失安全员证，证书编
号：43162020001068，声明作废。

◆肖奥杰遗失安全员证，证书编
号：43162020001067，声明作废。

◆唐德意遗失造价员证，证书编
号：115081400961，声明作废。

◆郑代荣遗失造价员证，证书编
号：11508140093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伍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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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戴红涛，电话：13762248255

注销公告
株洲骐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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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伟，电话 17716790580

注销公告
长沙睿航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伟，
联系电话：18874723271

注销公告
湖南森雄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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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郭湘媛 电话 18684902598

注销公告
长沙县稻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缪勇，电话:13142150855

注销公告
长沙联圣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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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庄剑 电话 13517493603

注销公告
湖南游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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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林涛，电话 15111146564

注销公告
湖南安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戴兴南，电话 13787174169

11月28日，A股延续上
周涨势， 盘中再创本轮反弹
以来新高。中字头股、有色股
盘中大幅拉升， 成为指数上
涨的最大动力， 创业板盘中
数次回补跳空缺口后展开反
弹。临近尾盘，虽然两市涨幅
收窄， 但成交量相较上周五
有了明显放大， 并且沪市达
到了3000亿元。

沪指再创反弹新高

深港通开通日期终于确
定了，12月5日也就是下周一
将正式开通。 在此利好刺激
下， 周一两市股指双双跳空
高开， 盘中均创下了本轮反
弹以来的新高。 其中沪指最
高冲至3288.34点，距离3300
点只一步之遥。

此后，股指震荡回升，保
持强势。 午后， 股指高位整
理， 多次上冲无果下高位整
理。尾盘，股指一度上行再创
日内新高下下辐跳水， 全天
高开震荡表现。

虽然在经历了持续的上
涨后，动能出现衰退的迹象。
不过， 沪指在盘中并未回补
早盘的跳空缺口， 这说明市
场依然处于强势状态。

对此， 英大证券李大

霄表示， 大盘已经进入深
港通时刻，蓝筹股强势，完
爆空头。

沉寂多时的
造纸板块爆发

蓝筹股继续发力， 成为
推动股指再度创新高的重要
保证。周一，除了中字头个股
继续发力以外， 造纸板块的
突然爆发也让市场增添了新
的赚钱效应， 以及上涨的新
动能。

早盘造纸板块快速上
涨，晨鸣纸业率先冲击涨停，
太阳纸业、山鹰纸业、青山纸
业、博汇纸业、景兴纸业等跟
涨。截至收盘，整个造纸板块
指数大涨近3%， 板块内仅3
股下跌。

除此之外， 中字头板块
出现加速行情： 中国建筑在
安邦保险不断举牌下， 冲击
涨停；中材国际、中国铝业、
中国铁建、中国中冶、中国电
建、中国交建、中色股份等涨
幅超5%。

对此，巨丰投顾认为，中
字头板块覆盖面广， 对指数
影响巨大， 投资者可以将此
作为市场风向标。

■记者 黄文成

随着指数创下新高， 并出现
上涨疲态的情况下， 市场上也出
现了不少担忧的观点。

巨丰投顾丁臻宇认为近期
“分化”是行情的主基调，不仅仅
是主板和中小创之间的分化，同
一板块，同一概念，都出现分化。
这说明3200点上方， 市场分歧加
剧，指数行情随时可能出现调整。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吴镇南也
表示， 从技术走势来看， 大盘从
2638点上涨以来， 突破3140点就
步入第5浪，且技术指标出现顶背
离，随时都有见顶的风险。

不过， 目前蓝筹板块轮动活
跃，有色系股票继续上涨态势，很
多中字头个股也加入到反弹大军
中， 并出现了造纸板块二三线蓝
筹股上涨的新现象。

此外， 基本面也出现了好转
迹象。“克强指数” 的重要指标之
一铁路货运量， 再度确认中国经
济持续改善。 据发改委最新数据
显示，10月份，全国铁路完成货运
量3.07亿吨， 同比增长11.2%，为
2015年2月以来最高。这一现象说
明，经济已有复苏迹象，至少难以
再出现下滑的趋势。因此，有望支

持股市继续上攻。
当然， 如果纯从技术面的角度

来看， 市场出现调整也属于正常现
象，但不会改变大的趋势。一方面，
目前已经累计了一定的获利筹码，
另一方面，大盘距离3300点仅12点左
右，要攻破该重要点位，需要蓄力。

基于这样情况，和信投顾表示，
从投资策略来看， 稳健投资者可逢
高阶段性减持或战略观望， 而短线
投资者密切观察市场量能变化仍可
对部分业绩股进行波动性关注，但
短期应控制仓位，保持谨慎策略。

■记者 黄文成

进入深港通时刻，A股再创新高
二三线蓝筹股接力上涨，3300点关前仍需蓄力

利好支持大盘上攻，调整难改大趋势观察

兴业股份和兴齐眼药两只新股
于29日进行申购。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专注研发生产销售铸造功能新材
料。此次网上发行2016万股，发行
市盈率19.06倍，申购价格10.12元。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产品是眼科处方药物。 此次网上
发行2000万股， 发行市盈率22.97
倍，申购价格5.1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