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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午10点30分, 萃华

金店湖南品牌运营中心启动仪式

在劳动西路407号枫丹雅苑萃华金

店旗舰店隆重召开。省珠宝行业协

会秘书长陈新国、深圳萃华珠宝常

务副总彭卓义、玛丽莱珠宝董事长

刘必安、省内珠宝行业知名经销商

及相关代表、 萃华金店加盟商、媒

体嘉宾等都莅临现场。同时中国珠

宝行业协会向玛丽莱钻石商场授

予了“中国放心示范店”称号。

在精心布置的现场，琳琅满目

的黄金饰品带给了人们耳目一新

的奢华之感。 负责人向我们介绍，

萃华金店是一家百年老字号金店，

诞生于关东沈阳， 这是一个有着

116年历史的世纪品牌珠宝企业，

现已经发展成为集首饰研发、设

计、生产、批发、零售、加盟为一体

的功能齐全、综合实力雄厚的专业

公司。萃华金店同时包揽“中华老

字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

牌”产品等国家级荣誉，辉煌成就

在整个珠宝行业中如凤毛麟角。主

办方希望通过此次会议， 能进一步

加深与各合作伙伴间的亲密交流，

携手共进， 在竞争中实现多赢、共

创辉煌。

萃华金店就是这样一家在保

持和发扬老字号传统工艺的同时，

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

一”为经营宗旨的百年金店。在首

饰的设计上，珠宝设计师们在不断

创新， 经过他们巧手加工的黄金，

被制成了各种时尚款式，数量不下

万种，或富贵华丽，或典雅宁重，或

玲珑剔透， 琳琅满目的柜台上，亦

真亦幻美不胜收，充分地诠释了今

年黄金饰品的流行趋势，也显示了

萃华人传承、创新的精神。

整个启动仪式议程紧密，包括

了萃华黄金“百年经典”图片展、萃

华黄金“百年经典”模特静态秀、萃

华黄金大型展销会、“萃华金店湖

南品牌营运中心”授牌仪式等多项

内容。

百年 萃华 金店 加 盟 咨 询 ：

0731-88281111

3天破亿

湖南国美司庆开门红

7月湖南迎来盛夏的酷暑高温，家电市场

也是一片火热。 湖南国美电器业务总监姜菲

告诉笔者： 于上周五开始的湖南国美电器九

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三天销售总额破亿元，非

常感谢湖南消费者的支持与厚爱。

本周国美电器将加大资源投入， 满堂套

购大礼、 消费抽奖赢取IPAD2等等多种活动

全面开展。

三天破亿 销售火爆

短短的三天时间销售就破亿， 国美电器

九周年大型庆典活动取得重大成功。

据国美电器销售数据显示， 自湖南国美

去年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电脑等

产品销售猛增同比翻两番。 国美电器相关人

士更是向笔者透露，活动开展当天，空调销售

柜前、冰箱销售柜前、彩电销售柜前顾客都排

起了长龙购买！ 本周湖南国美将加大优惠力

度，持续让利消费者。

本周ipad2大抽奖、满堂套购持续给力

湖南国美电器相关人士向笔者透露：凡

消费者在国美门店购买冰洗、空调、彩电、厨

卫、小家电购物满9999元送32寸液晶，购物满

15999元送42寸液晶，购物满16999元送50寸

彩电或者对开门冰箱！ 另消费者在国美各门

店购物满500元以上即可在服务台获得刮刮

卡一张，其中一等奖礼品为ipad2一台，二等

奖为潮人们必备的数码单反一台， 三等奖为

时尚炫丽的笔记本一台等！

疯狂团购“惠”持续给力

湖南国美电器九周年庆典如火如荼地开

展，各大厂家也是鼎力助阵。

本周五国美电器将携手TCL液晶彩电、

美的空调、 海尔冰箱和洗衣机举办专场团购

会。其中，本次团购中的液晶彩电产品、空调

产品、 冰箱和洗衣机产品将突破年度最低价

格 。 更 多 活 动 优 惠 价 ， 详 细 请 咨 询

0731-82866818,或来国美各门店！

7月10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2011079期开奖， 当期开出

的红球号码为：03、14、15、16、24、

29；蓝球05。全国一等奖开出5注，

单注奖金高达897万元， 分别被广

东 (2注)、山东、福建和湖北彩民获

得，二等奖开出81注，每注奖金36.7

万元。其中，我省彩民收获2注。

本期双色球一改之前平淡的正

态奖号，开出三连号怪号，同时蓝球

开出05，这一组号码同国内彩市第

一大奖———3.59亿当期的号码有着

惊人的相似， 当期的号码为：12、

16、25、26、27、31+05，同样是三连

号！蓝球同样是05。遗憾的是本期

并没有井喷，仅开出5注头奖，广东

再成大赢家，独揽2注。

当期开奖后， 双色球奖池高达

6.49亿元。 理论上6.49亿元奖池可

以产生130多注500万元头奖。但实

际上，由于双色球奖池过亿元，奖金

倒置，如果有人中出高倍头奖，奖金

就不会上500万元水位。 上次河南

3.59亿元巨奖投注倍数高达88倍，

此次， 如果有人中5亿元以上的巨

奖，投注倍数都会在150倍左右，冲

击6亿元巨奖，投注倍数将在200倍

左右。 ■游慧

周一上交所金属市场出现调整走

势，沪金属经过连续上涨之后，技术指

标有超买迹象，周一回调属于正常范围

之内。

IF1107周一平开震荡整理，报收阴

十字星，成交和持仓环比减少。现货沪

深300指数受周末公布的经济数据影响

低开， 全天在5日线和年线之间窄幅震

荡，报收小阳线。

盘面观察， 受水利政策相关影响，

部分水利股涨幅居前， 但均冲高回落，

显示机构逢高减仓迹象明显。 金融、地

产、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成交量环比减

少。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日K线再收

一根小阳线， 连续五根调整K线显示卖

盘力量仍较大，量能萎缩，尤其是60分

钟K线，大盘缩量明显，抛盘力度开始减

弱，周二大盘应做出方向的选择。预计周

二IF1107合约在3070—3150点区间波

动。建议投资者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本报讯 周六公布了六月CPI数据，

数值达到6.4，略微超出机构一直预期的

6.2，总体上属于中性偏空消息。自7月6

日加息后， 短期政策面上可能真空，今

后一段时间大盘可能以技术面运行为

主。

从周一盘面来看，大盘全天维持窄

幅震荡，个股相对活跃，大盘重新站上

了2800点和年线，但是成交量仍然没有

有效放大， 上证维持在1000亿的水平，

按照近几年上证突破时候的平均成交

量1600亿来看， 目前的量能有些不足，

突破很勉强。 目前大盘面临双重压力，

在没有利好政策下，目前这一带很难突

破。

所以短期来看， 大盘可能面临回

调，然后再进行蓄势上攻2850点，具体

点位可能会到前段时间的2730附近的

小平台。当然从稍长角度来看，这一轮

行情应该没走完的，投资者仍可以期待

行情再次启动。

操作上，一般大盘每次回落，和指

数型相关性很高的板块是煤炭、 有色、

券商、地产、银行保险等蓝筹权重股，所

以短期来说，前期抄底或者加仓这些板

块的投资者可以选择短线先部分出局，

等待大盘企稳后再次介入。

当然中期来看， 由于行情还没走

完，对于短线交易不太感兴趣或者没把

握的投资者也可持股不动，耐心等待行

情的再次启动。

■长城证券 张新建

按照抵押物价值放贷的信贷模式一直在

银行授信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种“抵

押物崇拜”的“砖头文化”令缺乏抵押、担保的

小企业陷入融资难、担保难的囹圄，尤其今年

信贷资金紧张的局面让小企业的融资更是

“雪上加霜”。

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的创始人

尤努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尤努斯开创的小

微贷技术和小企业信贷模式， 其实质是运用

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手段， 寻找小

企业在资产和担保人之外的核心价值； 按照

统计学大数定律， 将单个的小企业置身于企

业集群之中，以收益来覆盖风险。

遵循这种思路的转变， 中信银行着眼于

“一链两圈三集群”中的小企业，推出了小企

业“成长贷”系列产品。在标准化操作流程和

细则的基础上， 中信银行根据不同对象的需

求进行个性化的产品定制，推出了“联保贷”、

“订单贷”、“种子基金”等产品。

据中信银行小企业金融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总分行的共同努力下， 中信小企业

‘成长贷’产品一经推出，就在市场上引起了

不错的反响。仅今年上半年，‘成长贷’产品增

长210亿元，授信余额户数增加2494户，增幅

远高于一般贷款。”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张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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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融资”到“融智”

看小企业融资模式的转变

福彩双色球奖池达6.49亿

200倍投注可掏空6亿多奖池

金属市场调整走势

德盛期货专栏

期货知识

什么是GDP平减指数？

GDP平减指数，是指没有剔除物价

变动前的GDP(现价GDP)增长，与剔除

了物价变动后的GDP(即不变价GDP或

实质GDP)增长之商。用来计算GDP的

组成部分，如个人消费开支。

短期大盘估计有所回落

百年皇室经典———萃华金店终于来了

湖南黄金珠宝市场品牌面临重新洗牌

经济信息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