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联重科最新公布的年报显示， 去年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约463.23亿元人民币， 同比
增长43.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80.6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2.88%，基
本每股收益达到1.05元人民币。

公司董事会提议， 以总股本77.06亿股

为基础，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元
（含税）。董事会认为，中联重科自A股上市
开始，十余年来始终坚持现金分红，并保持
较高的分红比例，很好地满足了资本市场需
求，有益于体现自身的投资价值。

■记者 李治

近日， 我省刮刮乐再添新票
种———“2012龙小本票”！该款彩票
最为新颖的设计在于，四张精美的
5元票面可以拼成一张更为整体的
艺术画，完美展现“中国龙”的恢弘
与磅礴。

“2012龙小本票” 面值5元，奖
级九等，返奖率为65%，简单好玩的
同时有8次中奖机会， 来冲击10万

元大奖。彩票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
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任
意一个“幸运号码”相同，即可获得
该“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其他不相同的
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无效。 如果
“我的号码” 区域出现写意的龙图
符，即可获得100元奖金。

■张越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编辑/杨田风 图编/刘丰 美编/代宏福 校对/苏亮 A11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去台湾旅游，不再是难事
一、 要找对办理赴台旅

游有资质的旅行社
赴台旅游自 2008 年开放以来，

湖南省迄今只有 5 家旅行社具备组团
资质。因此，如果没有找对具备资质的
旅行社办理台湾旅游一来不合法，游
客权益不能受到保护； 二来不具备资
质的旅行社不熟悉业务造成了手续的
复杂化。我们在湖南省国旅了解到，在
他们那里办理赴台旅游报名后， 不论
是长沙市还是湖南省其他地区的游
客，只需游客携带身份证和户口本，省
国旅有专人负责在游客的户籍本地区
办理，7 个工作日就可出证件。

二、要找对赴台旅游的合理线路
现在湖南的游客去台湾旅游， 有几种走法：最

直接的就是从长沙直飞台湾，轻松且节省时间，但同
时也是费用最贵的，价格在 6 千元以上；其次，有从
长沙飞香港再飞台湾的， 一般是太太们比较喜欢这
样的安排，费用不贵，顺带还去了趟香港；成本最低
的要数从株洲乘火车至厦门转轮渡到金门， 再飞台
湾，但这样的行程折腾太厉害，比较辛苦。 据湖南省
国旅介绍，目前他们与台湾的豪华邮轮公司合作，推
出了一条乘豪华邮轮 2 小时 40 分钟抵达台湾的精
品线路，行程舒适，价格便宜。

三、要找对特价组团的机会
航空公司、 邮轮公司以及台湾的相关部门，经

常会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一些优惠特价活动，

价格比常规组团有时要便宜很多。据湖南
省国旅透露，4 月份他们联合台湾豪华邮
轮公司及台湾当地的老年组织，专门组织
了一个：湖南爸妈之旅赴台健康交流
的中老年团队，九天行程，安排不紧不
慢，从台北到台中，经嘉义到高雄，再到最
南端的垦丁全部玩到，参观的景点有台北

“故宫博物院”、台北 101 大厦、国父纪念
馆、阿里山、日月潭、邓丽君纪念馆、爱河、
垦丁国家公园等著名景点一个不漏。还特
别给中老年朋友安排了一晚住宿在温泉
酒店，享受台湾有名的温泉疗养。 费用包
括了从长沙出发全部的食宿、交通、门票、
保险等费用， 全程安排 4 花酒店住宿，食
宿标准和 6980 元/ 人的完全一样。 因邮

轮公司给予了半价船票，因此价格只要
4880 元 / 人，但名额只有 50 人，昨天
开始接受报名了。 因该活动本身为弘
扬关爱老人，省国旅承诺可以免费上门
办理报名手续。

总之，台湾之行是很多人的梦想，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最好的方式
圆自己的梦想。 4 月的台湾风和日丽，
办理证件需要一定的时间预留，有想法
去台湾的朋友要开始行动了。 在此为
广大读者提供湖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台湾旅游专线的咨询报名电话：

「 」
开通台湾旅游至今已有 3 年多了，但大家对于赴台通行证的办理感觉比较复杂，前往台湾的费用也一直居高不下，很多想去台湾探

亲访友或旅游观光的朋友都还在迟疑等待，现在正值去台湾的最好季节。 为此，我们走访了湖南几家办理台湾旅游最专业的国际旅行社
以及从台湾旅游回来的游客，大家对台湾之行感悟很深，一致表示去台湾费用其实不贵，手续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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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急速放量下跌，或许会让不少
投资者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
觉， 但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沪市周线七连
阳、深市八连阳，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前
期的确涨得有点多，因而大盘“醉倒”了。
随后周五大涨1.3%，说明开始醒酒了。

不过，我们都知道，酒醒之后往往会
有些头痛。 市场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本
周大盘或仍将震荡、反复。

猛灌七连阳终“醉倒”
据记者统计，截至两会开幕之前（3月

2日），大盘已累积了近15%的涨幅。自1月
6日反弹行情开启以来， 沪市周线已实现
连续七连阳，共上涨了312点，而深市则是
八连阳，涨1702点。由此看来，大盘这酒的
确喝得有点“高”了。

两会开幕当天，湖南资深投资人士李
布维即在其华声精英博客中提醒投资者
“周线级别调整或来临”。 结果正如他所

言，沪深两市连续两周收阴。
“3月14日早盘A股创出2476.22点，

是反弹以来的次高点，不少板块和个股纷
纷创出新高，前期获利盘的收益已非常丰
厚，市场聚积的调整能量很大。”上海国富
投资管理公司投资总监陈海峰同样认为。

酒醒后难免有点“头痛”
在急速杀跌之后，大盘在周五开始复

苏，成功收回前期跌破的2400点。不过，有
私募基金经理日前表示， 本周或还有震
荡、反复出现，调整空间不会太大。

李布维相对乐观，在他看来，获利盘
的出局，无疑给那些踏空的资金提供了低
位承接大好机会。

陈海峰也认为， 由于前期市场已出现
部分赚钱效应，股市急跌之后，必然会吸引
更多资金进入， 而这会推动市场进一步往
前走。“我认为股指调整最多150点，整体向
上的趋势没有改变。” ■见习记者黄文成

“醉倒”的大盘想站起还得费点力

后市是否会出现震荡、反复，我们是
难以预料的。从目前政策面来看，下面这
两个板块或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猜想一：食品饮料
行情动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提

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
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
工作的重点，内需中，从业绩来看，食品饮
料板块的业绩普遍增速较为理想。从市场
轮动的角度看， 这类品种前期涨幅较小，
并且具有防御性。

重点关注： 建议关注啤酒板块龙头
惠泉啤酒、珠江啤酒，上周五双双涨停，

正式启动。

猜想二：稀土永磁
行情动力：其实，稀土板块近期走势

一直很强，，股价涨幅均已超过100%，在美
国、欧盟、日本联手向WTO提出针对中国
限制稀土出口的贸易诉讼后，中国政府势
必加快正在进行中的国内稀土企业整合
进程， 尽快结束稀土行业无序竞争的乱
局，目前上百家稀土企业，最终将被整合
至两三家。

重点关注：建议关注稀土永磁板块包
钢稀土、广晟有色、五矿发展等稀土行业
龙头企业。

后市掘金

财经·操盘

中联重科利润增长逾七成，每10股派发2.5元

刮刮乐“2012龙小本票”上市
3月12日晚， 在长沙市雨花区高桥文体

商贸城1区13栋的43019076号投注站，当一群
彩民享受“快乐十分之动物总动员”带来的
快乐时，其中一位小伙说：“老板，来几张‘百
发百中-点球大战’。” 该小伙子头两张中了
10元小奖， 刮到第三张时， 他兴奋地大叫：
“哇，老板，你这财富之地让我中了20万元大
奖啦！”

业主后来问小伙子准备怎么花这笔奖

金，小伙答得很干脆：“三月，我也学学雷锋
的助人为乐精神，拿出部分奖金，去看看孤
寡老人。” ■朱炎军

小伙刮中20万元，计划拿出部分奖金看望孤寡老人

分析人士认为，本周大盘或仍将震荡、反复。（资料图片）

周一估市

公司聚焦

两会效应结束大盘或继续回落
上周国内基本金属呈现窄幅震荡的格局。

在两会效应结束后，国内基本金属将跟随股市
进入调整。操作建议：以短线交易为主，设好止
损。 上周沪深300指数从周线技术指标上看，
显示本周大盘可能继续回落，操作上建议投资
者以逢高做空为主。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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