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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楚雅医院

湘雅附二、附三合作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

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目

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

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家

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

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寻找多年反复发作病毒疣·疱疹患者优惠大活动

活动内容：体检费、检测费全免，治疗费、药费优惠 10%

活动时间：7月 10日—8月 10日

126 元

快速

消除

皮肤白斑

皮肤白斑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病花

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趣，如治

疗不及时，有蔓延全身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个人形象及身心

健康。 目前治疗此病的医院很多，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能真正

治愈者少之又少，我院使用“复方白芷酊”为纯中药制剂，经有

关部门检测，能快速增强色素沉着，并采用内外互补标本施治，

使皮肤恢复正常。

长沙康达医院（省市医保定点单位）：使用“复方白芷

酊”快者 3-7 天见效，最慢 20 天见效（198 元 / 盒），签订协

议。 欢迎久治不愈或连续扩散的患者前来验证。 节假日不

休。 咨询热线：

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康达医院二楼，火车站乘 107 路，

市内乘 805、912、130、138路左家塘北下即到。

0731-84461322

三伏天，空调、冰箱、电风扇、空调扇等电器必将

掀起夏日热潮。为此，笔者走访了家电巨头———国美

电器， 了解到本周国美一系列空调优惠活动将让消

费者过一个清凉夏日。

三伏天买空调只要白菜价

连日的“蒸桑拿”让国美家电卖场的空调销售异

常火爆，甚至空调一度出现脱销现象。冰箱、风扇、饮

水机等与制冷相关的家电也出现了旺销现象。 针对

高温制冷家电热销的情况，国美近日表示：除了备货

充足外，还将联合各大厂家举行让利优惠活动。如美

的1P冷暖挂机空调只需2280元，1.5P伊莱克斯冷暖

挂机只需2599元等等。

三伏天买空调还有好礼相送

据国美电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消费者在国

美卖场内购买空调，可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厂家

补贴、 国美优惠补贴等多重优惠外还能享受购挂机

送落地扇，购柜机送电压力锅等优惠活动。如，在国

美任意一家门店购买一挂一柜即可获送家居必备的

微波炉一台，购二挂一柜送爱仕达系列三件套，购三

挂一柜送19寸液晶彩电。

三伏天买空调享受即买即送即安装

为使消费者早日享受到空调带来的清凉， 国美

率先在行业推出快速安装服务。 凡在国美和府新活

馆、大华皇后店、侯家塘旗舰店、芙蓉店等门店购买

伊莱克斯空调，可享受即买即送即安装的快速服务。

另外，国美电器考虑到白天气温炎热，夜晚更舒适，

不少消费者偏爱夜间购物。针对消费者的购物习惯，

国美表示各大卖场将延迟打烊时间。

防高温战酷暑 国美空调惠全民

低价冰临星城 伊莱克斯1.5P空调只需2599元

经济信息

周三上交所金属市场延续前一日

上涨势头全线飘红，沪铝、沪锌涨幅靠

前。金属市场目前强势特征明显，操作

上适于逢回落做多为主。

因巴西作物规模具有不确定性刺

激周二ICE原糖期价攀升影响， 郑糖

周三早盘小幅高开， 盘中冲高回落震

荡走低，尾市小幅收升。郑糖历史高位

再次被刷新，虽然上涨势头有所减缓，

但强势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宜保持谨

慎看涨思维。

股指期货周三低开高走， 在周二

企稳的基础上，周三各合约大幅低开，

开盘不久在抄底盘的介入下， 大盘的

资源板块和医药板块开始拉升翻红，对

大盘起到稳固的作用。午后，大盘继续

上午的升势，但并不强劲，尾市有一定

获利盘涌出。周三的上涨对周一大跌的

技术形态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但周三的

成交量仍然没有效放大，对后市的继续

上升构成不确定因素。预计周四大盘仍

有一定上升势头， 但对此不可估计过

高。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航母露真容，船舶板块扬帆

九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93551

网址：cj.voc.com.cn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九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袁林 0.22 �����8.82 �����31.67 ���45 St中冠A

2 李安 5.35 �����4.01 �����-23 ���95 三维工程

3 谢林峰 0 �������0 �����-22 ���0

4 吴镇南 0 �������0 �����-8.9 ���0

5 朱俐 0 �������0 �����-11.9 ���0

同期 上证指数 0.76 �����-3.4 �����-4.9

指数 深证成指 0.9 �����-3.1 �����-2.5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7月27日)

股指期货周三低开高走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自“7·23”动车追尾事故后，高铁

板块遭遇重挫，之前的市场宠儿大幅

下跌，如晋亿实业、太原重工等板块

龙头跌幅都超过10%。可是另两个与

交通运输有关的板块船舶板块与航

空板块最近却表现强劲，东方航空等

航空股前一交易日一度涨停，而船舶

板块龙头股中船股份甚至连续刷新

新高。

对于船舶股份连续走强的原因，

周三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讲话给

出了答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

宣布， 中国目前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

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 用于科研试验

和训练。 这证实了此前外界对于中国

航母的猜测， 一直处在云遮雾罩之中

的航母露出真容。

“船舶板块就是受这个消息的刺

激而出现了大涨。”三湘股王争霸赛选

手谢林峰表示，有机构估计，今年上半

年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将会达到

16.5%左右， 发展大装备行业已经成

为各国抢占经济制高点的重要切入

点， 而军工是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等

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博丰投资总监郑英豪认为， 这次

大盘的大幅下跌， 主要还是市场自身

调整的需求，“动车事故只是加大了跌

幅， 而这种下跌也并不意味着市场会

重新走弱， 尤其是板块的再度活跃表

明市场中的做多力量仍很强劲， 市场

的下跌将是短暂的。”

阳光灿烂：000425徐工机械，25元成

本价现在怎么操作？

李安： 建议解套先离场， 不参与调

整。如放量过25.7元进场，接近28.8元出

场，掐头去尾空间不大，不值得参与。

攻玉： 老师帮我看看000021长城开

发好吗？我是11元买的。

李安：目前超跌反弹中，运气好可到

压力位11元附近， 何时解套与能否解套

现在未知。提醒一句：最大的止损限度是

10%，若超过10%一定要了结出场。

一生平安8888： 请问000611时代科

技还可以继续持有吗？成本价7元。

李安：解套就离场。

网友VS选手

机构观点

继续反弹，上涨空间不大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卖出套期保值就是指套期保值者先在期货

市场上卖出其将在现货市场卖出的现货商品数

量相等、 交割日期相同或相近的该商品期货合

约，即预先在期货市场上卖空，持有空头头寸。

因为套期保值者首先在期货市场上以买入方式

建立空头的交易部位，故又称空头套期保值。

卖出套期保值

期

货

知

识

面对本周一突然来临的大跌，股民韩

吕摇着头说，“这下子20万资金全套里边

了， 这可是我准备今年十月买婚房的钱

啊。 ”韩吕是“涉股未深”的新股民，看近期

高铁股涨得不错，就拿了买婚房的钱买了

20万的高铁概念股，本来准备几个月赚出

两三件家具钱来，但是那天的大跌让他肠

子都悔青了。“这下可惨了，万一这股票涨

不回来，我今年就结不上婚了。 ”

悲剧新股民

婚房钱被套

周三市场继续反弹，市场在大跌之后

展开做多， 不过我们对这种反弹也不乐

观，首先是量能并没有有效放大，纯粹属

于技术反弹，就各个指数看，中小板指数

和创业板指数略强，而代表权重板块的上

证指数目前还较弱，未来我们依然维持谨

慎的判断。

我们认为A股在经历事件性冲击之后

将缓慢地进行修复，箱体运行的振幅虽有

所延展， 但这个箱体平台不会被打破，但

上涨的空间不大。

如果通胀触顶回落的趋势没有确认，

市场也难以走出我们预期的一小轮加速

上涨的波段。我们认为短期很难从行业上

对热点进行判断， 从近期的消息面看，外

部美国国债上限问题日益突出，不排除出

现技术性违约的可能。一旦这个小概率事

件发生，对A股还是有较大负面影响。国内

目前主要看通胀因素，如果通胀没有按预

期回落，则结构性机会将消失，大盘很有

可能再下一层。 ■长城证券 周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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