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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叶飞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书编号
43000000067906，声明作废。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85514177低价工商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15111152628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真功夫纯手法空手
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 批发各种分析
仪。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河西牌具 13207425555
最新高端牌具， 价优实战
才是硬道理。 枫林宾馆旁

底
价

租
售

鬼手千王牌具
纯手法无道具斗牛金花三公庄闲通
杀，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13357229900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无敌字牌开门
授徒

娱 乐 设 备

望远飞针麻将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 无须
控色、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操作自如，万无一失”，傻瓜
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胡
牌！ 另售各类高科技娱乐用
品，订做各种镜头、扑克、麻将、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长沙车站北路万象新天 3栋 2405房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湖南西格码电气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巫奇进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悦大酒店现面向社会各界招
标制作员工工装，欢迎有实力的
厂商踊跃报名并索取投标说明。
电话：84375198、13308404224李经理
报名截止日期：2011年 10月 21日 17:00

工装采购招标公告

长沙国泰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贷 款 卡 ， 编 号 ：
43010000028325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公 告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 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 交友请核对身
份，交往请慎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激情交密友真情择偶找红姐 8252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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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婚情商情取证、寻人查址
查话单，短信 18270577701调查
合顾刑 18684696348
同问事 www.96348.cc李律师

律师 调查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湖南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证 正 本 及 IC 卡 ， 代 码 ：
6707526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金梅 51072219740627802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黄金平 43012419710508069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钰苓 43122619880504694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彭治刚 43011119790726221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女 36短婚未育 1.62经商独居美丽大
方不想婚姻交密友 13187318525

湘潭精诚牌具 18975225400
租
售扑克牌九斗牛分析仪
批高清透视变牌万能麻将机, 授顶尖赌场
绝技,湘潭市车站路潭城大厦 640-642 房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博士伦眼镜、感应变牌
仪、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
战牌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财富牌具 13142053388
租售扑克字牌分析仪，批高清博士伦眼
镜，感应变牌仪，程序麻将机，传授实战
牌技，长沙火车站华海 3CB栋 1013房

扑克专家 13687393036
扑克无需加工，任意人家洗、切，只需中
间一抽，就可把把通杀，斗牛、金花绝
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2101房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代办各种正规发票
13677336388发票咨询

工商代办 82147786

借款炒股 13808412461
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人性化配资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针对个人，大中小型企业、农业、
种植、养殖业、教育及医疗等项
目，20万内无抵押无担保， 手续
简便快捷。 www.sf588988.com
022-60508019、13622146136吴志国
天津市河东区江星路 68号安民大厦 6楼

诚信快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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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寻矿产能源、地产、化工
制造、高新技术、企业改扩
建、种养殖、在建工程等领
域项目投资合作， 可注资
摆帐，投资案例参考，资金
到位快 。 诚聘商务代表
010- 57423336 18601018292

资金直投

协厚投资
速办个人，企业，农，矿，房产，在建工
程，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合作，没有任
何费用，只有利息，外地可。
025-85030852 15050527848谢经理

湖南格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码：
J55100010774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贾刚岭遗失汇金苑 3 栋 2308 房长沙
市物业维修资金缴款凭证房产档案
留存联，证号：005489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义双 43011119761114221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文华 43048119880129412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杨菊华遗失位于开福区湘江世
纪城星江苑 10 栋 1205 室维修
资金缴款凭证第贰、叁联，凭证
号：002267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家 教
国防科大博士进行全
科辅导。 13975108402天成家教

胜者牌具
最新顶级尖端娱乐产品。 高桥

13607494630

本报讯 中国银行“中银安心成长组合”
英 文 名 称 TFOT-� (Trenched� Fund� of�
Trust)， 是由中国银行发起设立的国内首款
带10%安全垫的分级阳光私募组合基金，属
有限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该产
品由中国银行精选国内五家实力较强、 业绩
优秀的成长型阳光私募基金进行证券投资管
理， 并通过投资顾问大额跟投和先行承担产
品10%以内亏损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
优胜劣汰， 力争在有效控制下行风险的基础
上， 为投资者创造超越大盘和比较基准的长
期稳定收益。

“中银安心成长组合” 是中国银行推出
的第二款“阳光私募组合理财产品”，将高净
值客户专属阳光私募产品降低门槛至30万
元起售，降低了投资者购买门槛,是中行针
对具有相关投资经验的财富管理与私人银
行客户特别订制的一款理财产品。另外该产
品每一年可打开一次赎回通道，在追求长期
稳定收益的同时更具流动性。

■实习生 梁兴

本报讯 由中国银行冠名主办的第二届
“中国银行杯”高尔夫邀请赛湖南分站赛将于
本月21日在长沙市龙湖高尔夫球场拉开大
幕。这是该行连续第二年举办此项赛事。

“中国银行杯”高尔夫邀请赛创立于2010
年， 采取地方分站赛到年终总决赛的晋级路
径，覆盖中国大陆全境，并延伸至部分海外地
区。2011年“中国银行杯”高尔夫邀请赛将在
覆盖中国大陆34家重点城市及香港、 澳门和
新加坡三地，参赛选手约计4000余人。最终脱
颖而出的110位分站赛优胜选手将获得角逐
在海口举办的年终总决赛的资格。

本年度“中国银行杯”高尔夫邀请赛以“财
富境界 一挥而就”为主题，寓意中国银行与广
大客户并肩创富、共同成长。中国银行希望借
助高尔夫运动这一平台， 诚挚回馈一直以来
关注和支持中国银行的广大客户和各界人
士，并将“中国银行杯”高尔夫邀请赛打造成为
国内领先、品质卓越的业余高球赛事之一。

■实习生 梁兴

周二， 中国水电的上市让所有人大跌眼
镜。之前对这只“巨无霸”上市，市场各方都不
乐观， 不少机构的预测都认为中国水电可能
破发。但是周二中国水电居然以上涨17.11%
收盘，盘中涨幅更是高达38.44%，甚至一度因
涨幅过大而被临时停牌。 不过中国水电的大
涨并未给大盘带来好运， 当日沪深股指均大
跌， 上证综指更是失守来之不易的2400点整
数关口。

首日换手率逼近历史峰值
中国水电上市首日换手率93.96%， 逼近

历史峰值。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中素有“新股
猎手”之称的袁林认为，该股当天主要是中签
者在大量抛售， 而接盘方很可能是机构投资
者。当天中国水电的买入方前五名中，有两个
机构席位， 此外还有一家券商的客户资产管
理部，显然机构对中国水电的“胃口”很好。因
而他认为中国水电后市还有拉高。

而另一位投资者龙辉则认为，当天开盘不
久中国水电就完成了四成换手，这其中不排除
是机构之间的串通，“我不会买这样的股票。”

大幅上涨触发临时停牌
在如此高的换手率之下，是中国水电当日

让人咂舌的拉高炒作。周二开盘后，中国水电
仅仅小幅上涨，但股价此后稳步上涨，10：30之
后，该股的拉升曲线转为陡峭。在半个小时内
中国水电的涨幅从13.56%陡然涨至38.44%。
而中国水电也因此被上交所临时停牌。

尽管在复牌后中国水电出现了跳水，但最
后该股仍以上涨17.11%收盘。 对于该股的拉
高炒作，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是为了之后大盘股
的顺利发行而有意为之。私募基金经理叶飞表
示，中国水电拉高，以后大盘股就好发。

大盘股抽走流动性
中国水电这样的“巨无霸”上市对于大盘

的流动性必然有着严重影响。 当日开盘后半
小时内，中国水电成交46亿元，占当时整个沪
市成交金额的四分之一还多。

“由于市场资金大量流入中国水电，整个
大盘因此‘失血’严重，这是当天大盘大跌的
重要原因。”民族证券刘佳章认为，目前市场
成交金额自10月12日之后已在不断萎缩，周
二中国水电的大涨又抽走大量资金， 市场难
以承受压力，转而下跌。

中国水电上市当日，A股大幅下挫，又给
后市走向蒙上阴影。除中国水电外，今年四季
度A股还将迎来陕煤股份、 中交股份两只大
盘股， 而新华保险似乎也有意在今年四季度
来凑热闹，采用A+H股同步上市。仅上述三
个大盘股，就将从A股“抽血”552亿元。

■记者 李庆钢

从7月15日到10月中旬，在短短3个月内，攀钢钒钛
股价就下跌了4成。而在公司股价一路下行的过程中，券
商纷纷予以力荐。 而被这些研报吸引而来的投资者们，
也因此惨遭套牢。7月15日攀钢钒钛一度被拉升至13.44
元/股的高位。随后，公司的股价却迅速一路下跌，并于
10月11日创出年内最低股价7.48元/股。 次日虽略有反
弹，但随着10月14日公司预计三季度业绩大幅下滑的公
告一出，股价再次下行探底。

浪迹天涯：002018做
中长线可以吗？

杨林高： 可以考虑建
仓抄底。

清縻：请问长城汽车，
还可以持有吗？成本12元。

杨林高： 短线操作建
议出货。

皇城之人：002621还
可以持有吗？

杨林高：换手很大，短
线我建议逢高出局， 短期
还会冲高！

湘水人家：002460后
市如何操作？

杨林高：故事很好，只
是从技术上看中期可能风
险偏大一点，建议减仓！

中国水电“抽水” 大盘严重“失血”

网
友VS

选
手

第二届“中国银行杯”高尔夫
邀请赛湖南分站赛登场

10%安全垫，投资更放心

股市表情

券商一路唱多股民很受伤
怒

在国内紧缩银根的情况下，部分上市公司开始做起了“倒爷”而
且获利不菲， 虽然这些公司的放贷利率并未达到高利贷的红线，但
是其利率也颇为惊人，最高年利率已经达到24.5%。随着民间信贷问
题的不断出现，危机也开始慢慢向上市公司蔓延。今年上市公司中
报显示，有64家公司委托贷款170亿元。从各公司公告中可以看到，
上市公司在对外提供委托贷款时，贷款利率都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据记者统计，有多笔委托贷款的利率甚至超过了20%。

■ 记者 邓桂明

高利贷危机开始波及A股公司
哀

财经·操盘

中国水电上市首日大涨17.11%， 沪指跌2.33%失守2400点。 富图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