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债基“触电”
在卢布危机席卷全球之

际，A股市场继续凭借高昂的
市场情绪以及居民存款大搬家
所带来的巨大资金流入而高歌
猛进。同时，随着央行降息促使
市场一致看空货币基金收益
走势，股市“东风”也带动了互
联网平台基金理财产品的升
级，债券基金、保本混合基金
甚至股票基金也开始与互联
网擦出“火花”，近日登陆苏
宁金融的新华纯债C就是其
中比较亮眼的一只。 12月15
日，新华基金公告显示，新华
纯债添利C将于16日正式接
入苏宁金融，投资者通过苏宁
金融易付宝平台申购新华纯
债添利C�最低金额调整至单
笔最低10元。 ■记者黄文成

12月26日， 太平洋寿险
湖南分公司最大一笔个人客
户理赔案快速完成，将100万
元保险理赔金转账至受益人
账户。

12月19日凌晨， 客户叶
某遭遇车祸，不幸当场死亡。
其家属12月25日申请理赔，
太平洋寿险立即启动理赔服
务应急机制， 开通绿色理赔
通道， 当天就办理好所有理
赔手续，并于12月26日将100
万理赔款转至受益人账户，
充分体现了公司“用心承诺、
用爱负责”的理念。
■通讯员 严柏洪 记者 蔡平

太平洋寿险百万
赔付24小时到账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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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12月26日，2014全国智能物流云峰会
暨湖南海驿智能物流园招商启动仪式在
长沙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海驿物流
与中科院云计算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联合
研发云服务平台，创建了国内首个物流诚
信体系平台。

■通讯员 胡富君 杨帆 记者 潘海涛

首个智能物流云平台
落户长沙

12月26日，2014“我是极客”湖南省移
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
在长沙高新区中电软件园圆满闭幕。颁奖
仪式后，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业、百度
竞网、华时捷环保等几家风投公司与部分
优秀团队进行了产品权限签约。

■通讯员 黄璐 记者 蔡平

移动互联网
成大学生创业新高地

光大银行全新推出的“私人定制”网
络理财服务，截至12月中旬，销售额已突
破260亿元。

通过“私人定制”网络理财服务，客户
购买理财产品可随时操作。“我在任何能
上网的地方都能买理财产品， 出国也能
买，很方便！”一名多次通过“私人定制”购
买理财产品的客户赞不绝口。

光大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杨兵兵
表示，除推私人定制理财模式外，光大银
行还根据社区银行客户、企业代发客户等
团体客户的需求，推出精众定制理财销售
模式，提供专业化的理财服务。

■通讯员 孙雷 陈翔 记者 潘文秀

光大银行打造“私人定制”
网络理财模式

金融股再度集体暴涨，拉动沪指上涨2.77%

“傻瓜”模式卷土重来？
12月26日，沪深股市不

再纠结， 多头力量全天占据
绝对优势， 最终收盘沪指上
涨2.77%，报3157.6点，深成
指上涨 2.94% ， 报 10802.6
点。出乎市场意料的是，券商
再度引爆市场，在交易的19
只券商股全部涨超9%，其中
13只封死涨停板。而在其带
动下，金融股集体暴涨，保险
板块涨 5.31% ， 银行股涨
3.44%。

对于券商股的再度暴
涨， 华泰证券金融行业首席
分析师罗毅认为，2015年是
券商大年，市场红利、制度红
利和加杠杆多重红利开启行
业发展空间。 短期波动不改
券商长牛趋势， 券商行业将
进入黄金发展周期， 业务空
间再次打开。 改革政策持续
推出， 净资本监管指标放宽
明年将落地， 券商股行情切
换到长牛行情。

今年下半年以来市场连
续上涨，累计涨幅已比较大，
短期市场存在震荡整理的需
求， 这样的观点也成为目前
市场主要观点。 中信建投证
券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刘亚
辉认为，中长期来看，A股是
肯定看好的， 不过短期可能
会有震荡， 但依然还存在较
大上涨空间， 只是不会出现
此前的持续暴涨， 而是走一
波停一波的形式。 而大幅度
的回调， 则可能要到大盘涨
至3500点附近才会出现。他
建议投资者短期内要控制仓
位， 以防在剧烈震荡时出现
纠结而频繁追涨杀跌。

受到近两周的巨幅震
荡行情影响，不少股民对于
近两日大涨后的持续性均
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很担心
“傻瓜都能赚钱” 的行情不
会持续，下周可能再度大幅
回调，于是很多投资者选择
在周五逢高减仓。

“我空仓了，暴跌前夜

大家小心， 现在不下跌不
代表下周不会跌。”12月26
日，网名为“老虎鱼”的投
资者在股票交流群里如是
说。

另一名网名为“孙朝
峰”的投资者也提醒大家，
“下周一证券跳空高开，不
敢持有的可以出货。”

股民心态
不敢追高，依然纠结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
晓军12月26日表示， 证监
会已发布《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参与新三板相关业务
的有关通知》。证券公司可
以在证监会批准下， 试点
质押式回购的相关业务，
支持QFII、RQII投资新三

板挂牌股票， 支持证券公
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子
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无需
证监会出具监管意向书，
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通
过新三板募集资金， 发行
可转债等。

■记者 黄文成

新政连线

机构投资者允许进入新三板

12月26日，某证券营业部的工作人员从显示两市走势的
电子显示屏前经过。 新华社 图

湘潭大学邓博华遗失就业协议
书（0151053001306）声明作废。

本人严兴武车牌湘 A0YX53
遗失车险保单一份，标志号
QJAS1408255342声明作废

宁乡县三一新型墙体建材厂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L
147698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天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430600000081182经股东会决
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负责人:易
秋莲，电话 13618408088

注销公告

江西茂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于 2011 年 12月 6 日核
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1 -1）S， 注册号 4301920000
45945；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副本及 IC 卡，代码：5870
2947-7；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
岳麓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和副本，证号：430104587029
477，以上证件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云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1-1)S，注
册号 :430192000045509；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及
IC 卡，代码 5849436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急转小车
宝来二万、面的六千 18890597042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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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94898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转让 出租
空乘、机场地勤、海员、海乘、高铁、
地铁专业学历教育,多种劳务派遣，
联系人:马 13574897026

找学校 找工作
招生 招聘

搬家 回收

长沙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广州芭薇化妆品有限公司开
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发票代码 4400134620,发票
号码 031974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总公司研究决定，取消郑小
军先生对中山市青龙防水补强
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的经
营管理权，启动该分公司工商、
税务注销手续。 自即日起，任
何以分公司名义进行的商业活
动及以分公司公章、印鉴所签
署的相关文书均与本公司无关，
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经
济责任由郑小军先生个人承担。

广东青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青龙防水补强
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 司 注 销 声 明

宁乡潇影电影城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誉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更
换法人代表，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前的一切债务及其它票务
有前法人代表明建军承担,本公
司新法人不负责任何债务，特此声明

公 告

长沙市尊鼎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2-1）S，注
册号 4301030001167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湖南省汩罗市人民法院（20
13）汩民初字第 38 号民事判决
书,(2014)汩执字第 629 号执行
裁定书及（2014）汩执字第 62
9-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本
局决定：依法注销龙胜利汩房
权证新市镇字第 208545 号《房
屋所有权证》，特此公告。

汩罗市房地产管理局
2014年 12月 23日

注销《房屋所有权证》

公 告

长沙飞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于 2009 年 12月 18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2-1）S，
注册号 4301030000539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补发后

补发前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最新厂家普通扑克分析仪，感
应筒子，飞针麻将！ 批发各类
牌具！ 传授各种牌技 车站中
路 277号门面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寻有二级以上资质和一定实力者，
非诚中介勿扰！ 18374875188陈总

土建工程找合作承包

仅需身份证 18390913634
大额信用卡 5

100

-

万

租售多款普通扑克分析仪 360 度旋转
报牌桌上无需放任何东西。 单人操作
感应麻将机， 免费上门安装万能麻将
机程序，一对一高清透视眼镜，麻将，
筒子一摸就变！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牌具MKP 15273168888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包赢。 隐形眼镜
看字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最新普通扑克分析仪： 可分析
任何普通扑克，适合全国玩法。
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扑克
神奇变牌，不偷不换一摸即变

◆百胜牌具◆

15974277277五一新干线
www.15575978880.com

专业牌具加工定做
批各类扑克字牌筒子牌九骰子。
最新实战高科技牌具 15802656588

微信号即手机号：13319548488
招商网址 http://www.hebpj.com

诚邀 KTV老板加盟
哈尔滨雪影啤酒厂价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融资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200
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
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
让金。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

下卡前无费用
咨询电话 13017193973诚信代办信用卡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无抵押低息贷款凭身份证办理，下款快，
办理信用卡 13036797211

低息无抵押贷款另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8684789385

代办 5-50万信用卡快速下卡，手续简
单 18569031723

专业代办大额白金信用卡 10-100万，
前期无费用 15616011400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全国直投， 诚信快捷。低息办理
各类优质项目(欢迎中介合作)。
电 话 :13883859188 韩 经 理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中心 A 座 10-7

融麟直投 资金雄厚

公告声明

合法厚利大中小合作项目，诚
求资金场地合作共赢，资产担
保有望 2年内回本。 18153342738

快富发财机遇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各
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一
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张佳斌
，三方协议遗失，编号 115126
4900743，声明作废。

李雅妮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3199003061040声明作废。

女 45岁丧偶，经济稳定孝敬老
人通情达理，真心寻顾家重情
男为伴 13824386155非诚勿扰

女 33 岁丧偶文雅贤淑善良工作
收入稳定期待一位踏实顾家有
责任心男士为伴 13798296543 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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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分类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