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苏宁电器上市六周年之际，为

回馈广大消费者对苏宁电器的支持

和厚爱，本周苏宁电器再发力，6倍积

分倾情送、2000万地铁消费券全面派

发、空调即买即提即安装、第七届生活

电器节开幕……为广大消费者打造一

场终极夏日家电盛宴。

6倍积分倾情送

上周末，六倍积分活动受到广大

消费者的青睐， 本周末还有最后两

天。 只要购买传统家电及3C指定型

号产品， 即可获赠6倍积分回馈。比

如： 购某款手机成交价2500元，6倍

积分可获得15000分， 相当于100元

电子券，可直接抵现金，也可以通过

短信、电话到苏宁门店去兑换精美的

礼品。

2000万地铁消费券全面派发

为支持地铁项目的开发， 苏宁电

器在两年内启动2000万的促销资源

让利。 上周面值50元、100元的地铁

消费券已使部分消费者享受了实惠。

“您辛苦一点，我更优惠一点”，意味

着来苏宁五一广场店购物将享受到

更多的优惠。

苏宁空调即买即提即装

面对空调旺季的到来， 苏宁电器

启动空调即买即提即安装四小时到位

服务。据悉，苏宁电器为湖南地区配送

车辆已经达到了近1000辆，2000名空

调安装技师， 保证在空调旺季期间可

以为消费者提供及时、准确、快速的配

送、安装服务。

此外，本周苏宁第七届生活电器

节倾情开幕，通过赠礼、打折、套餐、

劲爆特价等形式， 投入千万让利资

源，1000件特价惊爆机型全城放送，

烟机、灶具、消毒柜、热水器套购低至

7.5折。

中联重科股东大会高票通过了公司发行H股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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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从华帝卖场

了解到7月24日起华帝将举

行为期9天的“买烟机，送灶

具”终极大回馈活动。据业内

资深人士透露，此次促销力

度堪比“十一”，也是华帝继

“诚信如金，实标实卖”后的

一次实实在在的让利促销

活动。而对于消费者，实惠

又实用的厨卫产品才更具

吸引力。

首创专利自动洗 ，开启

烟机清洗新时代

华帝自动洗技术采用

独特的高压旋喷技术，内部

增设专利智压泵和专利滤

纯吸嘴两大专利技术，利用

高压旋喷乳化离心冲洗等

原理，高压喷射并与高速旋

转的风轮相互作用，产生强

力水流，得以对风轮及风柜

内壁进行彻底清洗。如此高

新技术，搭载高贵典雅CBD

系列烟机，想必又将在市场

上掀起一场波澜。

华帝聚能灶热效率高

达

68.5%

，节能，我能！

2010年， 能源趋紧，环

境恶化， 厨卫行业正掀起一

场小空间的大革命。 华帝一

马当先， 积极贯彻国家能效

标准，推出聚能灶，其猛火、

抗风、节能等优越的性能，更

是传统灶不能匹及的。

聚能灶由华帝数年潜心

研发， 集大成于一身。“双针

合璧”、专利金属蜂窝体燃烧

器、 聚热型节能锅支架3项

专利；并首创专利加热系统，

热效率高达68.5%， 节能相

比国家标准提高37%！ 一氧

化碳和氮氧化合物排放几乎

为零， 不到国家标准的十分

之一！技术的升级，让华帝继

续领跑市场， 成为行业节能

新标杆。

买烟机，送灶具，更送速

度服务！

据笔者了解，2010年，

华帝强化了全国技术力量支

持，更打造了“速度服务”。华

帝表示： 华帝拥有全国统一

的服务标准、 健全的售后服

务体系，“速度服务” 的全面

推行， 将让用户感受到华帝

服务的“速度”，感动用户。

此次“惠动中国，0利放

送———买烟机，送灶具,仅限

9天”， 以实惠真诚回馈消费

者。

华帝承诺： 消费者只要

在活动期间到全国各华帝专

柜购买相应型号的烟机，均

可享受免费赠送灶具的机

会。 此次活动的优惠程度不

亚于“五一”、“十一”等节假

日，真正将“实惠”落实到消

费者身上。

华帝0利销售，实惠堪比“十一”

———买烟机，送灶具，仅限9天

赠品与卖品相同

市内免费送货 外地货到付款

抢购电话：0731-

86666319

�������本草双降素是根据《本草纲目》中的一

个老方子选用拟黑多刺蚁，杜仲，罗布麻

叶，银杏叶，西芹红景天，酸枣仁，葛根等

为主要原料，采用国际先进高科技提纯合

成技术制成的天然清脂、 降压健康产品。

其独含的高效能量活性成份具有降血压，

清血栓，软化血管，促进心脑供血保护心

脑组织，防止并发症等多种作用！ 经国内

众多消费者服用验证， 能够迅速平稳降低

血脂，血压，降低血液粘稠度，使患者真正

摆脱药物依赖， 被誉为心脑健康专家！ 是

纯天然的绿色健康产品。 且无任何副作用

和不良反应，高血压患者可放心服用！

本公司承诺： 服用本草双降素七天没

有疗效者，可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患者花

冤枉钱！

地址：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火车站广场对面)���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王府井楚仁堂大药房（王府井百货大楼负一楼） 河西楚济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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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区别

保本和类保本基金

本报讯

低迷市场让投资者

对低风险产品的关注度再度提升。

据悉，即将于7月28日发售的嘉实

稳固收益基金为“类保本”债券基

金，其与保本基金到底有何区别？

对此嘉实基金表示， 可从保

本机制、变现机制、投资成本三个

方面来进行区别， 相较于保本基

金， 嘉实稳固收益流动性较高，可

随时灵活变现，其在各阶段的申购

费均为0，且管理费、托管费也低于

保本基金，还无需承担担保费。

从持有时间来看， 如投资者

只持有一年， 其负担的总成本仅

有保本基金的三分之一左右；若

持有满三年， 成本也会比保本基

金少近30%。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嘉实稳

固收益这样以追求本金安全为目

标、灵活变现及成本低廉的基金，

能较好地满足时下投资者追求本

金安全、谋求稳健增值的需求。

■

实习记者 杨斯涵

下半年沪深300

有望震荡回升

本报讯

农行上市和上半年

经济数据两大不确定性因素日前

同时亮相。从市场反应看，农行上

市价格贴近发行价， 也有利于市

场的稳定。

对此长盛沪深300指数基金

（LOF）基金经理刘斌表示，市场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农

行上市价格靴子落地， 彻底打消

了投资者担心农行因股价高企而

回落拖累大盘的顾虑。

据了解，长盛沪深300指数基

金是股指期货推出后的首只标准

沪深300指数基金，相对于其他沪

深300指数基金，该基金采用LOF

交易模式， 具备盘中交易的便捷

性和LOF基金良好的流动性。

业内人士同样认为， 在政策

面没有利空消息出现的背景下，

预计下半年股指有望在市场信心

逐步恢复的基础上， 继续放量上

涨， 建议投资者逢低吸纳目前仍

处于低位的蓝筹个股。

■

实习记者 杨斯涵

本报7月22日讯 “三年

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这

说的是古董店。而10年没有再

融资的中联重科（000157），

今年2月份在A股市场定向增

发56亿元后， 再次将目光盯

上了H股 。22日的2010年度

第一次临时性股东大会上，

中联重科通过了H股发行的

相关议案。

H股或融资90亿港币

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高票通过了公司发行H股股票

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

议案。

计划在股东大会批准发

行上市的决议有效期内，选择

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完成

本次发行上市，本次拟发行的

H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15%，并授予联席簿

记管理人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H股股数15%的超额配售权，

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

现有股东利益的情况下，根据

国际惯例，依据发行时国内外

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可比公司

在国内外市场的估值水平进

行定价。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不乏

“长袖善舞”的企业，不少上市

后很快就进行了配股或者增

发。而中国工程机械的领跑者

中联重科，自从2000年登陆A

股市场以来， 埋头苦干十年，

再没有融资的举措，在高速提

升产业高度和不断资产重组

的同时，反而陆续分红5.6亿元

给股东。

“中联重科不差钱” 的形

象今天被一名股东的提问打

破：“这次H股如果以传闻的

30元港币定价，是否将募集超

过90亿的资金？”

境外资金海外用

按照这个说法， 中联重

科今年的融资总额将非常庞

大。 中联重科掌门人詹纯新

没有正面回答股东的提问，

称A股的定向增发主要是还

历史欠账。

面对全球工程机械企业

受世界市场需求骤减等系列

风云变幻的发展环境，中联重

科依然坚持推进自己的全球

化战略。通过一系列的整合重

组并购，快速实现了资源的协

同共享，中联重科业绩飞速增

长， 并以30.41亿美金的销售

额成为“2010全球工程机械

50强排行榜”第十名，是全球

前50强中上升最快、营业利润

率最高的企业。 詹纯新表示，

今年募集的资金已经使用了

五成，多投向了收购的企业和

新建的园区，而此次IPO募集

资金将用于公司未来在海外

的网络建设、扩展在境外的生

产基地，以及开发境外融资租

赁业务。

“现在最热的是中国，最

终还是要进入欧美高端市场。

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调查过

前五位的企业，60%以上的产

品都销往这些地方。” 詹纯新

说。 ■

记者 李治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已经进入

寡头垄断时代。

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 对比

全球的工业化进程， 我国目前处

于重工业加速发展时期。 一场场

惊心动魄的群雄逐鹿大战后，尘

埃落定。 硕果仅存的几大巨子正

在一边分食不断膨胀的中国市场

蛋糕， 一边将地球仪翻来覆去地

把玩。

比如詹纯新， 在他苦心打造

的工程机械版图里， 混凝土和起

重机占据了七八成的分量。前者，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市场份额

已经超过了80%；而后者80%的份

额则由徐工和中联重科分而治

之。

有人由此质疑， 这种同质化

的竞争，到底还能够走多久，又能

够走多远？

数月前， 三一重工宣布筹备

发行H股。今天，中联重科也发出

公告，为了增强竞争力，加速推进

国际化进程， 将首次公开发行境

外上市外资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挂牌上市。

境外上市，有什么好处？詹纯

新历数了国际大鳄多数上市的实

例后， 称不但可以募集更多的资

金，方便在上市地兼并重组，还能够

增加企业的全球影响力。资本市场

上的融资角逐，其背后是产业市场

上的持续经营能力的竞争，更深层

次的，是整体战略的竞争。

自古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

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或许，詹纯新一句“在这个行

业，我不是在中国争取地位，而是

为中国争取地位”，是这群“野心

家”最好的告白！ ■

李治

中联重科通过H股发行议案，或融资90亿港币

十年不融资 出手不一般

“野心勃勃”的詹纯新们

记者手记

股价20天大涨50%

这一段时间， 中联重科的股价表

现也让人惊羡———从7月2日的15.66

元起发力， 大踏步上攻到23.22元。20

天时间，价格翻升了超过50%！

“除了中报预增50%-100%和H股

发行外， 市场对于今年中报高送转个

股有很高的期待。”顶点财经认为。

日前，大股东湖南省国资委大手

笔增持420万股，同时表示，将在未来

6个月内继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到总股本的1%（含已增持

部分的股份）。此举，也被市场认为有

“护航”H股之意， 同时也刺激了股价

的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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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活动不间断 空调即买即提即装4小时到位

苏宁电器上市六周年庆典热力升级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