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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聊天：人到了晚年，儿女多不在身
边，寂寞无法排遣。 网上聊天，可以足不出户遍
交天下朋友，无论熟悉陌生、还是男女老少在
网上都可无话不谈，相处甚欢，而且不会打字
也可以照聊不误；

▲跟亲人视频：想儿子了、想孙子了，只要
随时打开电脑，连接他们的视频，就能直接看
到儿子的画面，听到孙子的声音，还可以用语
音跟他们讲话呢！

▲上网看新闻： 不用按时守在电视旁，也
不要花钱买报纸，每天最新的新闻都会及时出
现在网络上，只要打开电脑，不用花一分钱，各
种新闻任你看， 而且比报纸电视的还更及时
呢；

▲下棋打牌一网打尽：打麻将、斗地主、跑
得快、三打哈，各种棋牌游戏应有尽有，既不用
为凑牌友发愁，也不用担心输钱，打开电脑轻
松玩；象棋、军旗、围棋、五子棋更是一应俱全，
各路高手任你挑战，下个通宵也不愁没人陪！

▲网上看电影看电视： 不用去影院买票，

也不用忍受插播的广告，只需轻轻一点，各种
热播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随时任您挑选，一天连
看 20集都没问题！

▲炒股、购物足不出户：学会使用电脑，老
股民们坐在家里就能看大盘，交易股票，而且
还有各路高手的股评文章供你参考；进入购物
网站更能买到更多更优惠的东西，而且还都能
享受到免费送货、货到付款的服务呢！

【吉博士】电脑教学软件，是由 20 位博士
历时 8 年精心研发而成，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学
习电脑难、记忆力差、基础薄弱等特点设计的，
一款形象生动寓教于乐的电脑启蒙教学软件。

软件以动画形式轻松播放，并配有通俗易
懂的配音讲解，和同步字幕，手把手的教会中
老年人轻松快乐的学习电脑操作，还可以反复
播放，直到轻松学会为止。

【吉博士】电脑教学软件内容包括：打字、
画图、上网、搜索、聊天、下载、购物、看新闻、玩
游戏、查资料、收发邮件、博客、排版、表格、幻
灯片动画制作、 数码设备使用、 照片修饰、杀

毒、系统维护、安装等六十多项内容。 保证一看
就懂，一学就会！

免费咨询热线：400-606-8359

超省钱、不求人
轻松学、不怕忘
看的懂、学的快

【吉博士】快乐学电脑 特价优惠 3000套

○让老人也能学会网上聊天、打牌、视频看孙子、读新闻、看连续剧、炒股……晚年生活更精彩；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基础薄弱、接受慢、记忆力差、视力不好等特点，一套软件包您轻松学电脑！

教中老年人快乐学电脑 老两口学会视频聊天，
天天都可以看孙子啦！

优惠每天仅限 700 名，电话订购！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吉博士】电脑教学软件
免费咨询订购电话：

免去了在外上学习班费用以及来回奔波
的辛苦，不用担心求教别人遭拒的尴尬，不怕
记性不好老忘记,您也不需要死记硬背。【吉
博士】电脑教学软件以直观的视频方式讲解，
图文声并茂； 就像有个专家在您身边辅导一
样，手把手教您一步一步学用电脑；操作步骤
清晰，真正实现一看就懂，一看就会,不会反
复听讲教程，再也无需请教他人，完全自学，
在家轻松学电脑！

维一星城的赵
大爷，退休多年，儿女
都在外地工作， 平常
只有过年才能聚一
下， 可老人家很是想
念小孙子，每每打电话，一聊几十分钟，孩子
总是天真的说：“爷爷奶奶我们可以在电脑
上视频呀，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了！ ”

这下可愁坏了老两口，不会用电脑，咋
办？ 贴心的女儿可他们寄来了【吉博士】电
脑教学软件，说保您轻松学会电脑！您学会
了就可以和孙子视频了，冲着这个念想，老
两口专心的学习起来， 没想到， 这软件好
用，手把手的教，不会再来，直到学会为止，
赵老学会了电脑，注册了 QQ，终于和孙子
视频上了，每天还可以看看新闻，炒股，看
电视剧……，学会了电脑真是好，生活也变
得丰富多彩了！

汽车南站的张爹
爹，82岁， 记忆不好，眼
睛也不好使。 虽然上了
年纪， 可张老特别爱学
习， 而且看见新鲜的东
西就想学， 但学电脑一
直是他的一块心病，儿
孙们教他学但总记不住， 老是问他们表现
不耐烦自己也急！

前不久，孙子送他一套【吉博士】电脑
教学软件，他不高兴的说有人教都学不会，
这能学会吗， 没想到，3 天就被他搞掂了！
张老开心的说：“我这从没摸过电脑的，真
的是一看就懂， 就如同有个老师在旁边指
点，图文并茂，操作步骤清晰，而且可以反
复学习直到学会， 就和按电视遥控器样的
简单！现在打麻将、下棋等很多游戏再也不
愁没人陪，而且想玩多久就玩多久！上网还
可以和远在广州的女儿视频聊天了！

比按遥控器还简单，
8旬老翁 3天轻松学电脑

视频、聊天、看新闻、看连续剧、打牌、炒股……
老年人也能体验网上的精彩！

不用记、不用背、不怕记性差、不怕基础薄
一套软件包你轻松快乐学电脑！

【吉博士】电脑教学软件是根据目前大多数老人孤单，针对老年人电脑基础知识薄弱、记忆力差、接受能力
慢等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一款多媒体电脑教学软件，以轻松活泼的教学方式帮助中老年朋友消除学习电
脑的“恐惧”及疑虑，在观看情景剧的过程中享受到学用电脑的乐趣！【吉博士】教学软件已被简化得让您一点
就会、一看就通，免去了一切死记硬背，是您学习电脑的唯一选择！

日前，厂家在湖南开展特价优惠活动，活动每天仅限 700套，电话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现活动仅
剩最后 3 天，活动结束取消优惠恢复原价，望广大消费者抓紧时间订购，活动恕不延期！

400-606-8359
0731-85557105

网络视频、聊天、看新闻、 看连续剧、 下棋打
牌、 炒股购物、 画图打字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用过的人都说好！

《福彩天地报》 即日起开始面向全省公开
征集彩民故事。在购彩中，你有什么最难忘的
经历，你有什么最感动的细节，你有什么最具
创意的选号， 你有什么最独到的一次心得，你
有什么最幸运的一次中奖故事， 以及中奖后，
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甚至你在购彩
中有谁想感谢的， 因什么事有想对谁说的话，
都可以写成文字或提供线索给我们。本报将以
专栏形式陆续推出“彩民故事”系列报道，对所
刊发的来稿除付稿酬外，我们还将在年底开展
年度彩民评选活动，对入选者颁发证书给予奖
励，并将有机会参加福彩机构组织举办的相关
爱心公益活动等。

另外，如果你在号码走势分析或号码选择
上有独到的认识见解，如果你对福彩相关玩法
潜心研究多年并有良好的购买心得，请一起分
享你独到的选号技巧和心得。我们除了支付稿
酬外，还将评选年度优秀荐号师以示敬意。

稿件请寄：长沙市东风路276号湖南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406室 邮编：410003。也可以
发电子邮件：hnsflcp@163.com， 或 liuwe-
icheng@vip.sohu.net。若有线索提供， 请拨
0731-84502321（省福彩中心策划部）。

一季度我省居民收入涨一成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今日从一季度湖南

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上获知，我省一季度实现生
产总值4218.98亿元，增长11.9%。全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6134元，同比实际增长11.0%。

省统计局局长张世平表示，我省一、二季
度仍将面临经济下行加大的压力，但三、四季
度会好转。 ■见习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徐林

经历19日短暂休整之后，20日大盘
再度放量展开上攻， 截止收盘，沪指报
2406.86点， 上涨28.23点，； 深成指报
10131.03点，上涨115.63点。沪指本周
累计上涨2.02%， 连续三周周K线收阳

线，成交量也稳步放大，上升趋势良好。
从消息面看，近期频繁出台对金融

业的利好，刺激金融股轮番活跃，成为
推动大盘上涨的最重要力量。

■见习记者 蒋晓丹 黄文成

■见习记者 蒋晓丹 黄文成

4月20日，深交所正式发布《创业板
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并自2012年5
月1日起施行。 这意味着酝酿多时的创
业板退市制度终于正式出台。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规则》，从
退市标准、退市风险提示和退市后转让
场所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中原
证券研究所所长袁绪亚认为，制度的实
施对创业板公司是一个负面消息，尤其
是对业绩差的公司。相反，对中小投资
者来说，无疑是利好的。

退市标准更严格
新规则丰富了创业板的退市标准体系。
关于暂停上市：将原“连续两年净资

产为负”改为“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会计
报告显示当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
新增“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要的前期差
错或者虚假记载，对以前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导致最近一年年末
净资产为负”的情形。

关于终止上市：新增“公司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累计受到本所三次公开谴
责”、“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

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和“因财务会计报
告存在重要的前期差错或者虚假记载，对
以前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导
致最近两年年末净资产为负的情形”。

退市股份有着落
《规则》 还增加了退市整理期的相

关规定，设置退市整理板，对退市整理
期的起始时点、期限、日涨跌幅限制及
风险提示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也明确了
创业板公司退市后统一平移到代办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退市公司将会有一个
合适的股票转让场所，不过借壳上市的
难度大为增加了。

不支持“借壳上市”
新规则明确规定，因连续三年亏损

或追溯调整导致连续三年亏损而暂停
上市的公司，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的净利润孰低作为恢复上市的盈利
判断依据。因连续三年亏损和因年末净
资产为负而暂停上市的公司，在暂停上
市后披露的年度报告必须经注册会计
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才
可以提出恢复上市的申请。充分体现了
不支持通过“借壳”恢复上市。

创业板退市制出炉
不支持借壳上市

●盈信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林劲峰：市场对于退市制度早有预
期， 并且创业板公司整体素质不高，退
市制度的出台对于股市影响甚微，对创
业板也没什么影响。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吴镇南：退市
制度的出台将立刻对热衷于创业板的投
资者产生心理压力。创业板的估值将向下
修正，绩优蓝筹股会更受青睐。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退
市不仅涉及职工和债权人事项，也涉及
地方政府和部门， 更涉及成千上万投资
者的利益，因此，真正让一家创业板公司
退市，其实是“多输”。由此可见，退市不
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

专家观点

湘福彩征集“彩民故事”

昨日沪深两市均收涨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