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进入9月以来，虽然热点板块
切换频繁，但从整体来看，A股行
情处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状态。在中秋节前的惊魂跳水后，
脆弱的市场遭遇到重创， 并且沪
指险些失守3000点这一重要心
理关口， 这些都给后市带来巨大
的不确定性。 那么节后行情又将
如何演绎？

上证综指出现久违的“金叉”

近日，据彭博社报道，期权市
场做市商Liquid�Capital�Mar-
kets�Ltd.驻香港的首席衍生品交
易员Nick�Cheng的分析称，9月，
上证综指的50日均线与200日均
线出现了两年多来的首次交叉，
这被技术投资者称为“黄金交叉”，
并将其视为上涨开始的标志。

记者注意到上述两个均线为
一长一短， 从沪指过去行情走势
来看，一旦出现黄金交叉，往往会
现一波反弹或牛市行情。 最近一
次交叉出现在2014年7月，在上述
黄金交叉出现后，市场持续走牛。

此外， 即使在震荡市当中出
现了上述黄金交叉， 市场也会走
出一波反弹行情，尽管幅度不大。
不过， 目前尚处于刚刚出现黄金
交叉阶段， 如果两根线不能持续
远离， 那么意味着行情不会持续
太久，甚至非常短。

接近两年前牛市起步的地量

在9月12日惊魂一跳出现后，
市场成交量急剧萎缩，尤其是沪指
日均成交快速下滑至1400亿元左
右， 而这成交水平已接近地量水
平，与2014年牛市起步初期相当。
从今年A股行情看，凡是沪指成交
量缩至1500亿元以下后， 市场都
出现了反弹。

虽然成交量的急剧萎缩，说
明市场交投已进入极度萎靡状
态， 但往往也是一波行情正酝酿
中。有私募人士表示，“地量地价”，
从历史走势来看也有道理。 现在
大周期和中线周期都适合买入，
市场大概率会在中秋节后大面积
上攻，走出一波中期千点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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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赛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拟在厂区内预留用地新建厂房
2幢及年产 5000吨重金属脱除
用高分子复合材料吸附剂生产
线 1 条。 拟建项目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实验室废水直接回用于
生产工艺用水，地面清洗水经
厂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
于生产工艺，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排入市政管网；废气经处理
后经排气筒引至高空排放；设
备噪声经减振、隔声后对周围
影响较小；固体废物分类收集
分别交环卫部门和有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置。
拟建项目在采用了以上环保措
施后，拟建项目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较小。
项目名称：年产 5000 吨重金属
脱除用高分子复合材料吸附剂
生产线项目
建设单位：长沙赛恩斯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长沙市宁乡县金洲
新区 联 系 人：廖先生
联系电话：0731-87198811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
湖南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紫薇
路 35号 联 系 人：彭工
电话：0731-82835261
邮箱：593166637@qq.com
公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

年产 5000吨重金属
脱除用高分子复合
材料吸附剂生产线
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金大圣珠宝商行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05 年 11 月 21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 43010268031
10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星网文化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5 年 5 月 27 号核发
的注册号：430102000272677 营
业执照正、副本，其中包含组
织机构代码证：33837733 -1、
税务登记证号（国）：4301023
38377331、税务登记证号（地）：
4301023383773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华轩印务部遗失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一份，代码 143001510338，
号码：016334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香铺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望城区国家税务
局 2014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为:430
1223206405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慈利县金马烟花厂遗失由
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3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430821000010499。 慈
利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4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 ，代码 ：61713615 -1 及慈
利县地方税务局 1999年 10 月 22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4308216171361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雅祥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5年 4月 30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821
0000122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环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4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08210000
02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以下单证遗失：<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
印刷流水号 0000009263 遗失一
式四联、0000010880，00000
4037 遗失业务联和财务联，共
计 4 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内置型标志>印刷流水
号 0001066526 遗失；<商业保
险保险单>印刷流水号 000020
3384业务联遗失，声明作废。

该项目选址在永连公路与 322
国道交叉处，主要建设 2 座发
射塔（发射功率分别为 10kw、
1kw）及附属办公设施。 任何
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公众和团体
可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
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或
建议。 该项目的环评报告公示
简本会在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
的官网发布，敬请关注。
建设单位：永州市零陵城建投
资有限公司
永州市中波转播台
联系人：贺总（0746-6360788）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
联系人：樊工（0731-89867333）

永州市中波转播台
搬迁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声 明
炊烟食代餐饮连锁因会员系统
升级 ，将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
24 时前自动清零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前产生的所有积分，
为了保证各位会员的权益，敬
请会员们及时到店查询积分，
并及时消费，特此声明。
长沙戴氏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省张老三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5 月 10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11329462972K，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睿准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刘明 1587421416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观邸正浩猪肚鸡
不慎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 ，发票代码 ：4300161320
发票号码：031020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泰格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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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潘志海 电话：13142208612

遗失声明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湘雅店遗失建行长沙伍
家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9906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星沙板仓路分店遗失建
行长沙伍家岭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18703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望城郭亮北路分店遗失
建行长沙伍家岭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10019797401，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坦坪乡嘉新路加油站遗
失嘉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
业部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637000105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益
生药号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2 份，代码 4300162320，号
码 00896249、014615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华厦加油站（普通合伙）
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湖分局 2014 年 4 月 2 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302000001657 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30271
212751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71212751-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湘文江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
债权。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万
家丽北路 699 号恒大雅苑 6、18
栋 N单元 1层 107门面，
联系人：殷玲，电话 15084709913

注销公告
湖南中清唯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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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乐，电话：18688880707。

遗失声明
长沙市顿悟印象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遗失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以及黄静雅法人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升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损坏，声明作废。

便民 搬家●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招商、理财咨询

◆做各类企业，个人投资项目
◆雄资直投，息低，手续简便
◆投资房产矿山水电站农牧林
养殖种植 IT 项目在建工程等
均可。 成功收费。 诚聘商务代表

好项目 大资金

028-86669005
时代
通融

投资重点：房地产、矿业、新
能源、农牧林、企业扩建，种
养殖业等。（高薪诚招驻地商
务代表）18256059839 樊经理
邮箱 18256059839@163.com

安徽豪润投资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公告声明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由多家金融机构、民间投资公
司组建。 资金雄厚，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
审批快，无费用。 028-68803888

大额资金直投，寻高端制造业、
房地产、矿产、牧农业，在建工
程、医药能源、企业扩建。 高
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唐经理
15656017778 邮箱 jszrtz@163.com

宝泉佳创投资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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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年产 10 吨猕猴桃
果酒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长沙国猿猕猴桃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湖南省浏阳市官桥
镇九龙村沙子坪
建设性质：新建
主要产品及规模： 年产 10 吨
猕猴桃果酒
征求意见时间：2016年 9月 19
日-9月 30日（10个工作日）
公众参与方式：以信函、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
位提出意见书面意见
建设单位：刘先生
联系电话：13657490396
电子邮箱：1491902527@qq.com
环评单位：周工
联系电话：13874860855
电子信箱：410811272@qq.com

长沙国猿猕猴桃科技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吨猕
猴桃果酒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示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鱼民水产品经营
部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麓分局 2016 年 9 月 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编
号 450521199607246618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亮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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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向荣，电话：13875867055。

注销公告
长沙质尊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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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付译文，电话：18073198999

注销公告
长沙市金睦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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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谢德仁 电话： 18627593659

沪指两年首创“金叉” 交易已近地量

“技术派”欢呼：A股可动手了

基金“南下”情绪高涨，内
地明星基金受关注。 据统计，
今年前8月共有31只基金获得
香港证监会认可，可在香港进
行销售。不少内地基金长期业
绩表现稳健，“南下”后更是受
到香港及海外投资者的欢迎，
其中，建信基金旗下两只产品

自6月22日南下销售以来均取
得较好的正回报。 截至8月29
日，建信优选成长H、建信双
息红利H在港已经取得了
2728万元的净销量，建信双息
红利H更是以1880万元的净
申购，成为香港地区销量最大
的内地债券基金。 ■黄文成

基金资讯

嘉实环保低碳半年业绩居榜首
尽管A股市场持续震荡，

但一些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基
金， 凭借基金经理出众的投研
能力，依然能够为投资者赚钱。
据Wind数据显示，嘉实环保低
碳以超过1.5亿元的利润总额位
居同类基金榜首， 成为市上唯

一一只超过亿元回报的普通股
票型基金。 在当前股市动荡不
安的市场环境下， 嘉实环保低
碳基金业绩表现持续优异。据
Wind数据显示， 截至9月6日，
该基金今年以来以21.9%的收
益率居147只同类基金第一。

首誉光控持续布局不动产投资
顺应政府去库存、 去产

能，以及加强城市旧改、建设
轨道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的发展导向，提升金融创新
与资产管理能力是未来不动
产资产管理机构的挑战与机
遇。 一直深耕房地产基金、跨
境投资、股权类投资、政府平

台等多类别投资的首誉光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凭借强大
的专业投资实力和股东背景
成为国内投资不动产市场的
领军人物，先后发力不动产组
合基金、 海外不动产基金、
REITs产品等创新领域，持续
布局不动产投资。

建信基金明星产品“南下”受关注

从当前的消息面来看， 对A
股不利的因素占据优势，包括9月
下旬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升温，本
周将迎来9只新股发行等。 但是，
从市场各方的观点来看， 看好观
点正在向A股“集结”。中信建投策
略报告称， 从今年A股的走势来
看， 短期均线系统被一根阴线击
穿的情况屡有发生， 但在随后都
能伴随市场的企稳而被逐渐修
复。就短期走势而言，大盘连续下
杀的概率较小， 节后随着投资者
观望情绪的消退A股有望企稳并
向上回补缺口。 ■记者 黄文成

看好观点正向A股“集结”

“黄金交叉”的出现或将是沪指上涨开始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