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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传言再砸盘

新华社连日来多次发文大
谈IPO重启事宜， 坊间猜测这
是在为IPO重启造势。此外，有
消息称肖钢将出席上周五的新
闻发布会， 会上或确定IPO重
启时间。消息一经传出，A股犹
如“惊弓之鸟”，横盘震荡大盘
在尾盘快速跳水。

但新闻发布会上， 肖钢并
未现身，IPO重启时间也未公
布。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证
监会将强化信息披露， 进一步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目前，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相关思路和
方案在论证中， 待方案成熟时
再向社会公布。

针对新华社刊发的一组新
股发行的文章， 上述负责人表
示， 近期证监会未就相关话题
接受媒体采访。

七成券商看空本周行情

尽管证监会就IPO重启相
关问题一一进行了澄清，但
IPO重启可能带来的压力依然
存在， 而且目前大盘所处位置
也几乎是“悬崖边缘”。

上周五尾盘跳水后，“牛熊

分界线” 已被跌破， 距离A股
“马其诺防线”2200点， 只有6
点之遥。 对此， 李布维甚至认
为，“当前2444.8点已经成为铁
顶， 堆积了十多万亿的套牢筹
码， 重重压力之下必将深深下
跌。”

他表示，2250点已经失
守， 且成为上行的阻力。而
1949点启动行情的两大龙头
金融股和地产股都已垮塌，多
数银行股至今未补跳空缺口，
想要银行股再领涨几无可能。

“此外，五大指数 (上证指

数、深成指、上证50、上证180、
沪深300�)在3月28日形成巨大
跳空下跌缺口，也未回补，因而
技术走势早已形成下行通道，
向下运行的趋势显而易见。”

从十大券商对本周行情研
判来看，多达7家的观点为看空。

西南证券认为， 本周将公
布多项经济数据， 以3月PPI数
据预判， 本周大盘将呈现利空
效应。民生证券研报也认为，久
盘必跌，在年线处争夺多日后，
股指再次跌破年线， 前期低点
2180点面临考验。

公告声明

胡谦明：
你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将所持

本公司 1100万元占公司 27.5%股权
已被银行质押。 此后， 你将其中的
454.4 万元占公司 11.36%股权进行
转让，因你未申请银行解除对该股权
质押，致使不能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
记， 对公司和受让方造成严重影响。
限你在本公告登报后 5 日内至公司
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逾期所产生
的后果由你承担，本公司保留向人民
法院起诉权利。

本公司未授权股东胡谦明从事
任何经营活动， 本公司特别声明，胡
谦明的所有经营行为与本公司无关。

湖南泰和湘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4月 15 日

公告与声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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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50 岁丧偶正派豁达健康转业后
经商收入稳定寻端庄大方女士相
伴可带老人小孩 13928493216 亲谈

《转业军人征婚》

情非得已：陈小姐 28靓丽高雅夫
不育离寻健康好心男圆我梦你如
真诚我愿付出所有 18379389320

联谊 交友

女 35岁丧偶多年端庄贤惠貌佳，
自营生意多年，诚寻性格脾气好
有上进心男为夫，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510783139 本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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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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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招聘

本公司长期诚聘：储备管理层、
人事专员数十名；舞台总监、舞
蹈老师、化妆师、形体老师、形
象设计师、厨师数名。 一切待遇
从优！ 电话：84764989 85233195

汇龙源娱乐汇诚聘

电话：13808480113、13786761000
场地出租、景石批发

转让 租售
私人律师 2999元/年 团队服务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法律帮帮团 www.4000918080.com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刘律师18974984387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玛蚁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710002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搬家 回收

湖南日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
刘会荣 电话：13707303260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本人左素娥不慎将奔驰小客车
R300 进口证明书，该车车架号
为 WDCCB5EE3CA149438，发动机号
27294532011894，流水号 XIX6920583，
字号 H02120150616，进口车辆随
车检验单，商检单编号 120010
112011178-49，该车进口机动
车随车检验单号 AA1259591，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号
码为 00123213。 上述资料均
已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峰，6-7-105 发票代码:
243011031138， 发票号码:
60447262， 开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31 日，金额 2 万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IPO传闻再度吓到大盘
A股“马其诺防线”或难保

传言不攻自破，证监会新主席肖钢并未现身4月12日下午的证监会新
闻发布会，IPO重启的具体时间也未在会上予以公布。但传言攻破了“牛熊
分界线”———250日均线，A股“马其诺防线”2200点也是岌岌可危。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李布维表示，2200点一旦失守，大盘跌势不可挡，
建议投资者做空保全资金。 ■记者 黄文成

南方食品给股东赠送黑芝
麻糊引起连锁反应。量子高科也
公告称将向公司股东赠送公司

的龟苓膏产品。4月12日南方食
品收涨7.25%， 量子高科最大涨
逾4%。

史玉柱日前宣布， 将于4月
19日《仙侠世界》内部测试之日
辞去CEO职务， 留任董事长一
职。 他说：“我承诺持有民生三

年，但其实会更久。”两年前听他
建议购买民生股票的记者，账户
里的钱两年翻了一倍。

■记者 黄文成

惊
记者听史玉柱建议两年赚一倍

喜
两实物分红概念股大涨

股市表情…

基金资讯…

保本旗舰“安”字号添新军
股市弱市震荡，保本基金受

宠。 记者日前从招商基金获悉，
继招商安达保本、招商安盈保本
之后，享誉市场的招商“安”字号
保本基金再添新军，招商基金第
三只保本产品———招商安润保
本基金近日已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将于4月16日至5月10日
通过各大银行和券商渠道以及
招商基金直销渠道公开募集。据

悉，作为招商基金着力打造的固
定收益金字招牌，招商“安+”系
列产品近年来表现优异，“安”字
号保本基金更是业绩出众，被业
内称为保本基金“旗舰战队”。据
wind资讯数据显示， 截至2月28
日，招商安达保本成立以来复权
单位净值增长率为17.7%， 在同
期可比的17只保本型基金中位
列第一。 ■记者 黄文成

彩票代表好运， 送彩票代
表送福气。于是，商场新开张送
彩票，看楼买房送彩票，买车送
彩票……以赠送彩票作为招徕
顾客和聚集人气的一种新方
式， 现在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
接受，成为促销的一大法宝。

超市开业彩票助兴

“今天买了肉、鸡蛋、方便
面，一分钱没花，还赚了35元。”
王爹爹喜气洋洋地说。原来，他
在超市设立的福彩售卖点买了
一张“五福临门”，惊喜刮中100

元。该超市经理表示，开业庆典
就图个喜庆， 跟彩票特性不谋
而合，顾客现场刮开，一有人中
奖，整个气氛就活跃起来，聚集
了不少人气。

车展加入彩票元素

备受市民关注的车展也
加入了彩票元素。展销商为前
来站台观看的顾客每人准备
了一张 2元面值的网点即开
票，果然这看车展送万元的噱
头， 一时间让人气火爆非常。
虽然大部分客户都不是冲着
彩票大奖来的，不过领到彩票
的人， 心里还是有个期待，希
望喜从天降。

彩票抢镜客户答谢会

除了商业促销， 彩票也成
了客户答谢会的“特别嘉宾”。
在某单位的答谢会上， 每位来
宾都获赠100元网点即开票。没
想到这彩票太抢镜， 以至于没
人关心答谢会在讲什么， 都顾
着刮彩票和兑奖去了。 组织方
表示， 这样的结果没想到：“发
放彩票如果在答谢会的结尾就
好啦，下次会吸取这个经验。”

■李洋 何洁

福彩网点即开票成商家新宠 上周五郑糖早盘小幅低开，
盘中震荡下行，尾市收跌呈近强
远弱格局， 主力合约SR1309报
收于5360元/吨，下跌34元。郑糖
反弹遇阻力，冲高测试压力后回
落，震荡下行概率加大。

上周五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304 报 收 2461.8 点 ， 下 跌
0.35%， 期指连续3天处于贴水状
态。 成交量和持仓量环比大幅减
少。现货方面，沪深300股指小幅
低开，冲击10天线遇阻震荡回落，
午后跳水下跌幅度加大， 报收
2462.11点，下跌0.64%，成交量环
比小幅萎缩，再创近期地量。

沪深300指数从技术上看，
上周五报收小阴线，成交量继续
萎缩，场外资金不愿入市，场内
资金仍在不断流出。本周将公布
一季度的GDP数据，此数据的好
坏关系未来市场走势，后市请关

注消息面及成交量的变化。
周一操作上建议投资者继

续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郑糖震荡下行概率加大
期货日评…

发出的买卖信号通常具有时
滞性、 每个分析指标或方法都有
局限性、 技术分析发出的信号有
时有可能互相矛盾。

技术分析方法的缺点

期货投资咨询资格号码：
TZ004421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 期货知识

A股“牛熊分界线”告破，2200点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