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闹非凡的国庆节刚刚落下帷幕，苏宁电
器万家丽路店便迎来了满月庆典。据苏宁负责
人介绍，从广大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苏宁电器
本周满月庆典将重金打造精彩促销活动，从某
种意义来说，苏宁万家丽路店此次庆典将成为
比国庆更值得期待的家电盛宴！

来到苏宁万家丽路店，笔者看到卖场热
闹纷呈，导购员都在忙着开单据、送礼品。一
位督导对笔者说道， 自9月3日万家丽路店
开业以来，一直都保持着较好的销量，每天
的成交率还是相当可观的。“十一”的销售额
更是创造城东家电市场新高，成为最大的赢

家。此次的满月盛典，相信会给城东消费者
带来一场堪比国庆的优惠大餐。

据笔者了解到，此次万家丽路店满月庆
典在国庆原有资源的基础上，继续追加促销
物资及礼品。购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厨
卫产品单件，满1000元可返300元，包括200
元现金券及2张电影票价值100元。现金券在
购买全场任意商品时冲抵现金，没有任何限
制。购两件商品以上，满1555元就有电磁炉、
吸尘器等精美礼品赠送。如果您现在还想要
为自己的家中购置电器的话，那么就千万不
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笔者随机采访了一位正
在逛商场的张先生，他表示，
自万家丽路店开业之日起，
自己一直在关注着苏宁卖场
的动态。 开业当天自己就买
了近3万元的成套家电，本想
国庆期间还要再购置一台电
脑， 但由于全家出游没有来
得及享受优惠。 听说万家丽
路店马上要举行满月庆典
了，一定要来看看，到时候肯
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苏宁电器万家丽路店满月庆典正精彩纷呈

本报10月11日讯 近日， 多位股民致
电本报，询问金果复牌情况究竟进展到哪
一步了。重组方湖南发展董事长杨国平曾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复牌时间将在下半
年内，可如今即将进入10月中旬，重组事
宜依旧没有动静。

昨日晚间，金果发布公告指出：一，截
止到9月30日， 株洲航电分公司的电费收
费质押权担保已获解除，公司将于近期向
证券所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补充材
料。二，公司发布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00万元左
右，基本每股收益约为0.1293元。

股民“大连军歌”在股吧里表示：“湖南
发展如没有二次注入的预案正式公布就申
请复牌，目前大盘这种环境，出来会很难看
的！”

“进展还是很顺利的， 对于株洲航电
分公司补充材料是阻止*ST金果恢复上市
的重大障碍，如今也解决了。”湖南发展相
关人士透露。

而此前记者也了解到，作为大股东的
湖南发展早就成立了一个项目组，在全国
各地找寻合适的项目，作为公司将来发展
的储备项目。但是，对于是否会将项目注
入到上市公司， 公司负责人显得极其谨
慎，“这些项目都在洽谈过程中，还没有定
论。”

“对于即将重生的*ST金果，所有股民
的等待是否值得？ 除了恢复上市时间，二
次注入是我们最关心的。”对此，多位股民
表示。 ■记者 石曼

有些高血压患者只是在头痛时吃上几
片药，把血压降下来就可以了；有些患者知
道高血压要坚持服药，但由于各种原因经常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些病人的高血压治
疗疗效自然没有保证。医学上，将患者对药
物等治疗手段的接受程度称为依从性，依从
性直接影响药物疗效。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
需要长期用药，存在依从性不佳的问题。

调查表明，1991年我国高血压患者服药率
为12.2%，而控制率仅为2.9%。到了2004年，治

疗率上升到24.7%， 说明知道高血压要服药治
疗的患者在增多， 控制率已经上升到6.1%，有
了不小的改善，但仍很低。为何服药效果不好？
除了医疗水平的问题，患者依从性差，不能服
药治疗是关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如何让患者坚持用药， 提高患者的依从
性？有专家称高血压为“静悄悄的杀手”。这是
因为高血压的症状经常不明显， 而很多患者
对高血压状态已经耐受， 这使得不少患者治
疗决心不大。如果药物副作用多、发生率高，

自然容易放弃治疗；如果药效不明显，服药一
段时间后，血压控制不理想，也很容易“自暴
自弃”。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对患者进行
教育，向患者灌输正确的降压知识，让患者遇
到棘手问题时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
一方面也要提高药物的质量。 在降压药的选
择方面，长效复方制剂的降压药是最佳选择，
北京双鹤药业生产的“降压0号”就是这种长
效复方制剂， 它把几种有效成分有机组合在
一起，既有基础降压、又有中枢降压，同时还

可以利尿，是一种很好的复合制剂。
据了解，“降压0号”为双鹤药业的拳头产

品,�其配方从基础降压、协调降压和中枢神经
调整三个方面着手以改善症状， 降压作用温
和、持久，效果明显。0号30多年的临床经验表
明，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降压药疗效确切，降压
平稳，副作用小，服用方便，价格合理，非常适
合我国国情，老百姓用得起、效果好、方便有
效，可以为广大高压血患者长期使用。

高血压免费咨询热线：8008103536

血压达标 坚持用药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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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邮科
技”）委托，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银
行”）500万股股权（分三个标的进行转让，标的一：长沙银行
100 万股股权；标的二：长沙银行 200 万股股权；标的三：长
沙银行 200万股股权）发布转让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长沙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8 月 18 日， 位于长沙市芙蓉
中路一段 433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786.4877 万元。 公
司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
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
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业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根据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湘资国际评字【2011】第 056号），以 2011年 6月 30日

为评估基准日，湘邮科技所持长沙银行 2577.59 万股股权评
估值为 12824.96万元。 目前，湘邮科技拟对所持标的一、标
的二、标的三分别进行转让，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批准。
二、挂牌价格：

标的一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448万元（4.48元 /股）。
标的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896万元（4.48元 /股）。
标的三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896万元（4.48元 /股）。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四、公告期限：自 2011年 10月 12日起至 2011 年 11 月 8 日
17:30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
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拍卖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登录湖南省
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10月 12日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万股股权转让公告
我所受湖南农业大学的委托，对湖南生安赛特

控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安赛特”）20%股权转让
发布公告。
一、生安赛特基本情况：

生安赛特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7 日，位于长沙
市芙蓉区湖南农业大学内产业大楼四楼，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60 万元，股权结构为：湖南农业大学持有
20%股权， 易图永持有 12.5%股权， 宋东保持有
12.5%股权， 廖晓兰持有 13.5%股权， 文礼章持有
12.5%股权， 李红枚持有 12.5%股权， 朱晓湘持有
12.5%股权，何荣状持有 4%股权。 公司经营范围：城
市有害生物防治、植物病虫、草、鼠害综合治理；农
药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目前生安
赛特已停止营业。

根据湖南湘融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融
评字【2011】第 0006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1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生安赛特经评估的资产总
计为 46.05 万元，负债总计 8.22 万元，净资产 37.82
万元。 目前，湖南农业大学将所持有生安赛特公司
20%股权进行转让， 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
省财政厅批准。 评估报告结果已经省财政厅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12 万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四、 公告期限： 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起至 2011 年
11 月 8 日 17:30 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
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网络竞
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登
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10月 12日

湖南生安赛特控害有限公司 20%股权转让公告

跟着高管买股票，多半能够挣钱
*ST金果复牌路再进一步
股民揪心二次注入

经济信息

《汇金入场，黄金分割位上“捡”黄金？》后续

尽管周二市场再度创下新低，但这已
是自9月28日以来首次未出现收盘点位创
新低的情况，并且也是自那以来的首次以
上涨收盘。 在临近黄金分割线的位置上，
股指出现了与以往不一样的变化， 加上
“国家队”汇金公司的入场，让人不由对期
盼已久却始终未出现的反弹充满了期待。
那么在接下来的走势中，选择什么样的品
种参与反弹才能收益最大， 从而不致于
“入宝山而空回”？

著名投资大师彼得林奇认为， 出现高
管增持的股票值得重点关注。从近来不少公
司出现的高管增持现象以及随后的股价表
现看，彼得林奇的这一看法显然是正确的。

市盈率低点买入
在前三季度增持的高管中，有部分高

管刚好在公司市盈率达到2008年以来最
低时增持。

比如青岛啤酒高管曹向东， 于1月24
日增持公司股票0.5万股，当日公司市盈率
为27.16倍，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在此前两个交易日，曹向东已经增持了
0.5万股。

再比如新都化工的高管范明， 在今年6
月22日增持自家股票0.98万股， 当日新都化
工市盈率处于28.79倍这一2008年以来的最
低点。紧接着，范明分别于6月24日、6月29日
再次买入，三次增持累计买入3.5万股。同样
在公司市盈率最低时增持的还有德美化工
的徐欣公和中国北车的孙永才。

踏准利好出炉时点
高管踏准时点增持，除了指买在估值

底部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掌握了利好消息
公布前的有利时点，从而提前埋伏。

比如，*ST大地董事胡虹的配偶于1月
10日增持公司股票，1月13日公司即发布
投资公告及项目中选公告，其中中选项目
为南充市西华体育公园、 北部新城道路、
东湖公园、江东大道南段工程BT项目，总
投资预计5亿元。

*ST吉药董事刘煜于2月9日增持公司
股票，不久后公司公告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2月25日起停牌。

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给出增持原因，但
时间上的巧合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半数增持后1个月正收益
今年以来，市场持续下行，但不管出

于何种目的增持，仍有近半数高管的收益
在增持后短期内跑赢沪深300指数。 从增

持后1个月的收益来看，若不减持，这些高
管所持的公司股票跑赢大盘的概率为
51.6%，有51.4%的增持能获得正收益。

通常情况下，高管增持并不会对上市
公司的基本面带来影响，但却隐含着一些
信息。 也许高管认为公司股价足够低、估
值合理，或者看好公司经营前景；也许高
管掌握了资产重组、项目中选等一些重大
的内部消息；也有可能是市场需要高管增
持来增强信心，以稳定股价。

随着股价的下跌，A股中的许多上市
公司市盈率也逐渐降低。当估值跌至合理
区间时，可能就是买入的好时机。由于上
市公司高管较一般投资者掌握了公司更
多的核心经营信息， 因此往往能抢占先
机。 ■记者 李庆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