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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操盘

女 31 未 164 北方妹在长事业单位
高挑柔媚愿你真诚相约 15675857060
女 37 离未育省路桥公司房车齐备
娇俏动人征婚况不限男 18684983755
女 44 离私营主房 2 套简单过日
子是她的幸福征实在男 13142019199
女 60 丧孩成家教师退休独住 4*1
房找个伴平平淡淡度夕阳 13142022381
男 50 离孩独立省直单位房 2 套
无负担有担当征贤惠女 82338392
男 55 离开发商名车豪宅开朗大
度稳重儒雅征有品位女 82536102

爱心驿站婚友
老牌婚介品质
升级诚聘红娘82338910

熊菊兰身份证遗失，证号：432322
197105208325声明作废。

付可伊(43060219920518252X)
遗失高级秘书证，证号:131800
0000310870，声明作废。

杨畅身份证号:4301211986122
60449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发
证日期:2008-04-10,声明作废

汤山平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件，
编号 521313010781声明作废。

欧阳丽焱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件，
编号 442313030384声明作废。

长沙市深蓝水处理设备销售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局雨花
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 2-2，执照号 430111000
0794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安博金属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桂福遗失南泥路 002号第 009
栋 202房的权证号为 90050959的
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凤（身份证号 430124198510
072913）遗失试验检测员合格
证（发证日期 2010年 3月 17
日），证号湘（公路）检员 0907
78DC，声明作废。

湖南蜗牛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
码：5932757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周义遗失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毕业证，编号：10531120100651
7336，声明作废

长沙市怀化商会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票据购领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菊娥坐落于岳麓区金华坪 6
号的产权证遗失，产权证号
00073194，声明作废。

徐美红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921198302237722 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文海燕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2901198210292042 声明作废。

郭志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224199108032470，声明作废。

贺国兴遗失长沙理工大学退休
证，编号:758声明作废。

欧阳玉光户口本遗失，身份证号:
43010519370307055X，声明作废。

罗丹桂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923198911031140，声明作废。

湘 FB2023 的 谭 吉 军 、 湘
FB1610 的周武、 湘 HQ2072
的何仲谋、湘 KD2535 曹丰年、
湘 CC3708 的黄虎、 湘 F3KL39
的万东、湘 J39626 的肖启财、
湘 F8KM58的王政红：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作出
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到我单位领取《长沙市交
通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
催告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4月 9日

公 告
我公司下列人员因个人原因未
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已于以下日
期旷工离职， 并与公司失去联
系， 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
本公司在其旷工离职三天后与
其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
人员名单及离职日期如下：刘小红
（2014.2.11）、石梦筱(2014.3.1)、邵海
田（2014.3.10）、聂小梅（2014.2.26）、
周幸（2014.2.18）、朱都（2014.3.20）、
李 红 梅 （2014.2.28）、 黄 超 球
（2014.3.20）、王志芳（2014.3.24）、蓝
峰（2014.3.29）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日

公 告

长沙华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
债权.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五金
机电大市场 c 区 14 栋 209 号房
联系人:薛龙 电话:13973607036

注销公告

受委托， 我司定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 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长沙县暮云镇暮云新村
51868 平方米闲置土地的租赁权，租
赁截至 2017 年 11月 30 日。 有意竞
买者，请于拍卖日前携带相关证
明文件及竞买保证金付款凭证
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
未成交者，竞买保证金于会后全
额无息退还。 预展时间：自公告
之日起。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
地 。 咨询电话 ：0731 －84466519、
13607445899 公司地址： 长沙市
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中央 1 栋
1919 工商监督：0731-89971678

湖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男 50 岁经商丧偶一直没找到合适
的如今事业有成但内心孤独寻真
心过家贤惠女为妻 18261018966

《真诚征婚》退伍男 48 丧偶经
商脾气好独居情感空缺现觅贤
妻相伴晚年可带孩 13266189111

本人征婚：36 岁商女离异肤白
贤惠经商多年有房车寻顾家男
相伴共发展 13242444886有孩可

男 56丧退伍军人，真诚善良有
爱心自营生意多年事业有成经
济稳定真心觅真诚女只求真心
彼此相待可带孩 13510923476

方芳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档
案号 430121199108022024,
发证日期 2013.07.04,声明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绿林土菜馆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号:
L32284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元贞遗失开福区竹山园 1栋附
楼 102房的权证号为 708020114的
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粤升体育用品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预留中国银行长沙金霞
支行法人私章（朱双双印）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现有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三张
票据遗失，号码分别为：0877
044465，金额 129655元；087
7044369，金额 20000元；087
7044836，金额 50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成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
01027459153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金诚房地产中介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注册号 4308210000048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儒钰二代身份证（43240219
6306080618）遗失，声明作废

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
热线

业务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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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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4月8日，多股重组复牌后
一字涨停，包括傍上阿里的恒
生电子，变身影视公司的高金
食品。随着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松绑，今年以来并购重组活动
更加活跃，一些公司通过并购
跻身热门概念，成为牛股。

并购重组迎来高峰期

当日盘面显示，近期成功
重组并复牌的个股纷纷一字
涨停，或者连续涨停。

恒生电子拟以32.99亿元
的价格转让恒生集团100%股
份，交易完成后，马云将成为
恒生电子的实际控制人，该股
4月8日复牌后一字涨停；

而停牌6个多月的高金食
品将置入印纪影视娱乐传媒
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日复
牌一字涨停；

鲁阳股份第一大股东变
更，该公司为一家在美国注册的
生产销售高温耐火材料的公司，
复牌后也是毫不犹豫地涨停。

此外，英唐智控、露笑科
技、华录百纳、爱使股份、新世
纪、 摩恩电气等多只重组个
股，复牌后连续涨停。

黑天鹅频现

当然，并非所有重组公司

都能造就牛股， 成者王败者
寇， 重组失败或者被证监会
否定的公司也不少， 如顺荣
股份、 鑫富药业、 天一科技
等。

3月底，顺荣股份披露并
购三七玩的预案， 一度创造
了A股纪录， 股价涨了4倍。
但是该方案在3月28日被否
决，导致股价连续3日跌停。

重组大军祸不单行，鑫
富药业前段时间公布了重组
的预案，股价立即飙升，涨幅
超过3倍，从8元涨至34元。随
后，公司4月2日发布公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未获得证监会通过，次
日跌停，大量资金被套牢，截
至4月8日也是连续3个交易
日跌停。

4月7日晚间， 景峰制药
欲借壳天一科技的重组预
案， 因参与此次重组的有关
方面涉嫌违法被稽查立案，
公司并购重组申请被暂停审
核，天一科技跌停。

日信证券投顾黄亮认
为，重组被否是重大利空，股
价失去支撑， 后市下挫是大
概率事件。虽然顺荣股份4月
1日宣布重启重组，但前景仍
不被看好。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黄文成 实习生 肖彤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上演“极品飞车”
炒作重组题材提防四大风险

刀尖上的生意风险大
长时间停牌的恒生电子、

高金食品等股票， 在重组成功
后造就了乌鸡变凤凰式的转
身，股价瞬间攀上顶峰；而重组
失败的顺荣股份等股票， 方案
未经证监会通过， 股价只能下
跌重新定位。

在A股市场，重组题材的炒
作可谓经久不衰， 但犹如在刀
尖上做生意一样， 其风险与高
收益并存。由此可见，重组股的
收益大也意味着风险大。

对此，黄亮分析，重组题材
的主要风险有以下几点： 重组
提前终止或者无法通过证监会
审核的都有可能， 成败或许就
在证监会的决定； 重组的力度
或者资产质地低于市场预期；
重组的资产盈利能力有限，短
期无法对上市公司贡献业绩；
重组的资产价格虚高， 存在一
定泡沫。

空方：巨丰投顾

周二A股放量上涨，但据此认
定逆转为时尚早，毕竟还有675家
公司IPO过关企业嗷嗷待哺。

多方：今日投资

股指大幅上涨，量能放大，上

升趋势越发显现，预计短期股指还
将震荡上扬。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文成

… 牛熊论剑

上周五，长城证券率先在官方
微博上发布消息称， 公司已获互联
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 成为首批开
展此业务的券商。此外，至少还有国

泰君安证券、中信证券、平安证券、
银河证券和华创证券5家券商也获
得此项业务资格。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 股市表情

喜：六券商获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

4月8日 东风股份披露年报，
2013年净利为7.03亿元，同比增长
17.64%，每股收益为1.26元。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文成

… 操作提示

东风股份拟10转10股

… 观察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取消行政审核

随着国务院印发《关于进
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
境的意见》，除“借壳上市”、“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 需要证监会
审批外， 其他并购重组均取消
行政审核，并购交易加速升温。

截至3月底， 并购交易数
量已经有500家次，相当于2013
年全年交易的38%。 二级市场
上， 自2013年9月以来，A股涨
幅最大的一系列公司均与并
购有关。

… 政策

会上涨
61.0%�

会下跌
28.8%�

平行盘整 10.2%�

日前，由晨星数据发布的《中
国公募基金公司综合量化评估报
告（2013年4季度）》出炉，报告显
示，作为中生代基金公司代表的泰
达宏利基金表现不俗， 凭借63.90
的优异总评分， 在70家参评基金
公司综合实力评比中跃居榜单前
十，排名第九，与前一季度相比，排
名提升4个名次。泰达宏利投研团
队稳健不盲从， 踏踏实实做研究，

坚持成长投资的投资策略，使得该
公司收获持续稳定的业绩。银河证
券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泰达宏
利旗下9只股票型基金全部收获正
收益，平均收益为20.42%，多只产
品排名前列。 从长期来看， 截至
2013年底， 泰达宏利成长近十年
业绩高达554.27%，在同类可比基
金中排名首位。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泰达宏利综合实力跃居前十

… 基金资讯

十多只重组个股复版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