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8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贺齐 图编/李梓延 美编/刘铮铮 校对/张郁文

B06

财经·操盘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0731-84315678����发行投诉：0731-84316668����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湖南湘投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9

年 6 月 25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 IC 卡， 代码：67079945-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众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市中心靠近沿江大道两室一厅出租， 中高

档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柳 15974200300

房屋出租

吉首工业园内土地

及实物资产转让公告

受托，我所对吉首工业园内天下

凤凰科技园土地及实物资产发布

转让公告。本次转让的资产包括：

工业出让地 76.72 亩、 房屋建筑

物、构筑物与机器设备等。 底价 3780

万元。 详情请登录 www.hnaee.com,

联系人：刘先生 0731-84178680

湖南省产权交易所

安邦保险遗失交强险标志， 编号：

1032510010226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遗失一

份凯美瑞合格证，编号为 YE80

21000650420，车架号为 LVGBH

40K2AG383374，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振春锰制品福利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 清算组负责人： 潘春山

电话：13807322235

注销公告

湖南师大余弦遗失就业协议书，

证号：1101054202586，声明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湘盟饭店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09 年 6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056001059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理财 代办

办厂免谈

2600m

2

全新仓库出租

长沙汽车东站附近 18774935870林

转让 出租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

驾培行业“质量信誉” 排行第

一。 学员报名，上门接送。 一人

一车，计时训练，随到随学。

红旗区 85360001

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开福区最标准最规范的花园式驾校，

劳动局定点培训单位。 合格率高，拿

证快， 日夜练车校车接送。 报名 T：

84254269 84254279 85869677

卡友咨询代办 18711064466

工商代办 82284857

全程工商税务 84415166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华伦贷款咨询

13628656755

免抵押办好收费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工商税务

85143088

13908456386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驾 校

0731-84190101�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13875895159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限 13个 6号字（加大的标题、正文按 0.3cm/行高推算）

每日信息同步在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热线

刊登

热线

刊登

全省 14个市州全面覆盖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长沙市芙蓉工艺服装厂遗失长

沙市商业银行华兴支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码：

J5510000162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祥康百年养生堂遗失

由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地税所于

2006 年 10 月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副 本 ， 证 号 为 ： 湘 地 税 字

4408031963082095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双双 35 未育漂亮大方经商

独住寻密友 15574846589

茶亭镇，接手可经营。 13975824426

望城连锁药店转让

湘潭县华钢竹业有限公司遗失

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8 年 7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 430321000005542，

由湘潭县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证 号 为

43032167801131x ， 由湘潭县质

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 码 证 正 、 副 本 ， 代 码 ：

67801131-x,以上证照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安财险郴州中支遗失以下单

证， 声明作废。 平安“轻松保”

0620000000006379； 吉祥三保 B

款 6 份 ：0620000000004402、

4329、4331-4332、4403-4404；吉

祥三保Ⅱ代（B款）：0720000000

000701； 客运承运人责任险 ：

0620000000000400； 机动车交强

险保单：PCC510001102000048078；

强制摩托车定额保险单（50CC-

250CC）3 份 ：2000064777、122531、

122541； 保险业专用电脑发票 3

份 ：RC0000003102000094348、

24300093011730017251、

24300093051130007655； 短期健

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批单 5

份 ：E00000108200001081 -1083、

1086-1087；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

伤害保单：P00000207200007469；境

外 旅 行 /留 学 或 工 作 保 单 ：

P00004308200000052；金万福意

遗失声明

外伤害保险：P00004507200000015；

居家旺福卡：P00006208200000153；

守护天使卡：P0000630820000022；

人身意外伤害综合险（100 元）6

份 ：P20002207200006608 -6610、

6911、5524-5525； 驾驶员意外险

（湖南）：P20003508200000431；人

身意外伤害综合险 （50 元）：

P250106200005851； 短期人身险

电 脑 发 票 11 份 ：

24300073043630003791-3792、

24300073043630003809-3817；

信贷人身意外伤害保单 2 份：

P00002009200028250、26263： 出

口货运险保单 62份：072000000

0002401、1801、1841-1900： 短期

人 身 险 手 工 发 票 2 份 ：

24300083094850001401-1402；

平 安 之 家 保 险 凭 证 5 份 ：

P20003808200004211、4216、4329、

4334、9804；保险业专用手工发票

22 份 ：24300073039650007476、

7478-7488、7490-7499；电销专用机动

车辆保单：0920000000006187

刘律师 18774037208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通

程

律

师

父

子

兵

调查侦探 15874006636

律师调查

400m

2

繁华路段油站内 15874843070

汽车美容护理中心转

长沙市星月节能热水炉设备厂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2420250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遗

失，编号：006195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证综指7月以来反弹

幅度超过10%， 上市公司中

报业绩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

势， 使得今年的中报行情名

副其实。 那些业绩增长明

显、 股价走势强劲的“又红

又专” 的个股成为中报行情

的主要推动力。 分析人士指

出， 虽然中报披露已至最后

关头， 但中报披露是发掘长

期优质股的好时候， 投资机

会依然较大。

周一个股涨多跌少， 题材股依

旧是亮点，权重股保持横盘。深市成

交量大于沪市成交量， 表明中小盘

个股暂时处于活跃状态。

从盘面看， 热点板块轮换，新

的热点板块范围较小， 市场影响力

不强。太阳能、LED、锂电池、低碳经

济、 稀土永磁等新能源应用行业涨

幅居前，佛山照明、佛塑股份、奥特

迅、科新机电等多家新能源公司涨

停；黄金、煤炭石油、房地产板块维

持弱势。

深圳特区将迎来30岁庆祝日，

国务院批准未来十年深圳城市总体

规划，深圳本地股高开低走，后市还

有走强机会，可适量关注。

从周一的热点表现来看，航

天军工、新能源、节能环保、低碳

经济、物联网、智能电网以及电子

信息等战略新兴产业类个股继续

受到主力资金的追捧， 如大族激

光、北京科锐、远望谷等。随着关

键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一系列强

有力产业扶持政策的相继推出落

实， 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进程正加

速破茧， 节能与新能源电动汽车

很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动

力之一。

飞机制造板块中的航天动力复

牌后， 刊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公告。结果一字涨停，估

计后市将连续涨升。

中关村确定“瞪羚计划”，创投

概念股表现活跃。 相关度最高的中

关村(000931)开盘不久即封涨停，后

市可继续看好。 ■记者 邓桂明

周二大盘呈现窄幅整理、

缩量微跌走势。消息面的平静

使得主力资金不敢强势上攻，

股指成天围绕在20日线附近

整理， 但却没能尝试收复5日

线。

如图（沪指日K线图）所

示， 周二10日、20日均线交汇

在2635点左右，虽然沪指顽强

守住了这块阵地，但MACD再

次死叉，后市不容乐观。

在8月12日那次死叉之

后，多方马上来了个大反击，

沪指又很快恢复了金叉，但

金叉没几天，又死叉了，搞得

人一头雾水， 做多的人感觉

钱难赚，做空的人也很难受，

指数就是跌不下来。

上海金汇认为， 周二大

盘报收小型十字星， 表面上

是止跌信号， 但由于该K线

在相对高位，且缩量，更有可

能暗示的是下跌中继， 因此

周二的走势非常重要， 如果

继续调整就直接承压2560点

颈线位， 如果放量拉升则突

破2700再创反弹新高， 投资

者也不必恐慌，随机应变，做

好高抛低吸即可。

华讯投资认为， 目前大

盘处于变盘前的最关键时

期。

成交量的大幅萎缩正是

说明市场的观望气氛非常严

重。2700点关口屡攻不破 ，

所引发的担忧情绪迅速蔓

延。

虽然股指还牢牢站在10

周线上方，攀升格局不改，但

投资者操作上应保持清醒，

逐步减仓获利个股为上策，

多持现金在手， 等待市场的

进一步明朗。 只有强势突破

2700点， 才能再度乐观，反

之， 则可初步宣告自2319点

的超跌反弹终结。

■记者 邓桂明

金叉死叉一顿乱叉

做多做空都很难受

本报讯 据富国基金信

息显示， 国内首只分级债

基———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基

金已获监管部门批准。

继首只封闭式债基富国

天丰之后，富国汇利基金，在

封闭设计中进一步引入了分

级机制。 其封闭期为3年，合

同生效后，将自动按7：3的比

例分离成两类份额， 并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目前，国内带

有分级杠杆的基金产品共有

7只，但无一为债券型基金。

“与股票型分级基金追

求杠杆博弈不同， 债券基金

分级的首要目的是分拆信用

风险。”富国基金表示，“同时

满足那些愿意获取高收益并

承担相应风险的投资者的需

求。”

市场分析人士称， 此轮

债券基金的创新潮， 与2010

年的债券牛市直接相关。截

至2010年6月30日， 与上证

综指26.82%的跌幅相比，上

证企债指数上涨了近6%。国

内首只封闭式基金———富国

天丰债券更以8.98%的收益

率， 在所有基金产品中名列

榜首。 ■实习记者 杨斯涵

本报讯 金融危机爆发

之后， 消费类股票成为基金

抗跌的法宝， 一些基金甚至

打出了“防御就是最好进攻”

的口号。统计显示，从2009年

1月1日至今年6月30日，中证

主要消费指数涨63%， 可选

消费涨79%， 同期上证综指

涨28%， 消费股的表现远远

好于大盘。

在基金纷纷布局消费类

股票的同时， 消费主题基金

也成为市场的大热门。 易方

达消费行业基金掀起的发行

热潮余热未消， 金元比联消

费主题已经接力开始发行。

这两只消费主题基金的“加

盟”，使中国消费主题基金一

举达到5只。

金元比联消费基金经理

黄奕说：“现在， 大家都看好

大消费行业， 金元比联基金

正是紧跟消费升级这一长期

持续的投资主题， 去挖掘内

在投资良机。”

■实习记者 杨斯涵

新能源板块持续走强

“又红又专”股票闪耀中报行情

文先生是中国A股市场不

折不扣的见证者。17年来，凭

借自己的独立分析挖掘出多

只潜力股，每逢市场大跌也能

置身事外，逆市盈利，在A股市

场上实现了自身资产至少一

百倍的增长。到底文先生是怎

样做到的呢？“总结起来其实很

简单，只选择自己熟悉、能把握

的股票。” ■记者 邓桂明

最牛股民17年身家翻百倍

喜

乐

基

金

资

讯

基金布局民生消费主题

富国汇利债券获批

股

市

表

情

热点板块

10日、20日均线交汇在2635点左右

MACD多次交叉

沪指日K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