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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识金” 精选基金活动，

专家帮您精挑细选。 相关资料及

投资建议可致电兴业证券索取：

0731-85544688

园长助理2名 性别：女；年龄

30-35岁以下； 热爱幼儿教育事

业。 学前教育或教育类大专以上

学历。 具备教师中级以上职称或

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合格证书，5

年幼儿园工作经验或幼儿园实践

经验,其中3年以上主要管理岗位

经验,具有职业任职资格证书，有

幼儿园科学管理的基本知识，有

一定的组织管理和指导协调工作

的能力。

幼儿园教师15名 性别：不

限； 年龄22~35岁以下； 正规院校

或省级幼师学校毕业， 中专以上学

历， 学前教育或相关专业；2年以上

幼儿园一线教师经验，技能要求：普

通话标准，五项技能良好；素质和态

度要求：良好的亲和力，较强的沟通

能力及服务意识。

电脑教师1名 性别：不限；计算

机自动化专业者优先，熟悉VC、VB

语言电脑编程，有相关教学经验。有

爱心、耐心、责任心。

保育员10名 性别： 女； 年龄

22~45岁以下； 中专或中专以上学

历，普通话标准，有良好的亲和力，

能干，能吃苦耐劳，对幼儿有爱心，

耐心。

厨师2名，红白案各一名 性别：

不限；年龄25~45岁以下；中专或中

专以上学历，有厨师资格证，会做面

点优先，能胜任幼儿园厨师的工作，

有责任心，对幼儿有爱心。

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 李 老 师 ：

15084811055���� 鲁 老 师 ：

0731-82866692

联系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

中路一段52号凯乐国际城内

近日， 联想湖南分区在浏阳

市大瑶镇启动主题为“用联想电

脑，圆生活梦想”的全国圆梦万镇

行湖南站启动仪式。

据悉，联想自2004年实施圆

梦六年来已经为600万乡镇和农

村用户奉上了350多款高品质的

适农产品。今年，联想针对以乡镇

地区为主新兴市场推出的产品包

括：新家悦 C200一体电脑、家悦

E系列、 联想G系列及ideapad�Z

系列笔记本等。

C200一体电脑 品质生活值

得拥有

虽然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农活，

却丝毫无法阻挡用户对品质生活

的追求。近两年在新兴市场，电脑以

强劲的势头成为了继彩电、冰箱、洗

衣机之后的结婚“第四大件”。

新家悦C200一体电脑巧妙

地将显示器和主机箱合二为一，

摆脱了传统台式机纷繁杂乱的连

线，结构简约、造型时尚，能够轻

松与任何家居装修风格融合，提

升居住环境的品质感。 而它独有的

“新联想娱乐地带” 以及“新联想

100分学校”，无论是夫妻间的影音

娱乐需求， 还是小孩的学习需要，

C200一体电脑都能满足。

联想 ideapad�Z460�时尚潮流

绝不落伍

如果在你的印象中，乡镇、农村

地区的用户还是“面朝黄土， 背朝

天”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也和我

们一样通过QQ与远方的朋友联络

感情， 从网络上获取时事新闻和流

行资讯。

针对这部分用户，下乡产品中特

别规划了联想新近推出的一款兼具

时尚外观、便捷操控、人性化功能为一

体的影音娱乐型笔记本———idea-

pad�z460。时尚的外观和潮流的应用

为用户的休闲时间带来无限精彩。

联想家悦E�孩子学习更轻松

联想家悦E是联想针对新兴市

场孩子学习而打造的一款专业的教

育电脑。

联想家悦E所独有的“快乐100

分学校”具有丰富、优质而权威的教

育资源，名师在线授课、在线擂台智

能评测、新东方英语天地三大法宝，

提供生动新颖、 寓教于乐的学习方

式，全面满足中小学生知识学习、素

质提升、 兴趣培养和家长辅导四大

类需求， 让新兴市场的孩子即使足

不出户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学生同

等的教育。

2010年8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范彬 图编/李梓延 美编/聂平辉 校对/刘湘

B03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0731-84315678����发行投诉：0731-84316668����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华中师范大学长沙实验幼儿园招聘

联想下乡电脑：圆你生活梦想

经济信息

本报讯 面对目前国内基金

产品的快速增加， 投资者在选择

基金品种时往往“望基兴叹”，束

手无策。 为了帮助投资者解决挑

选基金时的困惑， 兴业证券长沙

芙蓉南路证券营业部正在开展

“慧眼识金”精选基金活动。

为了挑选好基金产品， 兴业

证券走进基金公司， 直接与基金

经理对话。 在近日与嘉实基金的

交流活动中， 嘉实成长收益的基

金经理徐晨光以魏晋时期竹林七

贤之一王戎的故事揭示了嘉实基

金特有的投资理念，“假如路边树

上的李子真的很好吃， 那一定早

就被人吃光了。” 徐晨光表示，他

一贯坚持“以价值为核心的反向

投资”策略来管理基金，在市场下

跌时这一投资理念多次获得市场

的验证， 为投资者赚到了高于同

类产品平均水平的收益。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嘉实基

金秉承“远见者稳进”的信念，从最

初的一只基金、20亿规模、30名员

工到今天管理17只基金、 多个年

金及社保账户、 资产规模上千亿

元。“一流的业绩、 一流的产品、一

流的服务”，这将是嘉实在未来坚

韧践行的目标。

旗下的嘉实主题精选基金勇

夺上半年偏股型基金收益第一

名， 是少数几只在上半年取得正

收益的基金。 另一只基金嘉实增

长是一只积极配置型基金， 主要

投资于具有高速成长的中小企业

上市公司， 以获取未来资本增值

的机会， 并谋求基金资产的中长

期稳定增值， 同时通过分散投资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该基金风格

一直比较稳定，风险水平较低，并

具备了一定创造超额收益的能

力。 基金经理邵健拥有10年证券

从业经历，投资经验丰富，现任嘉

实基金总经理助理， 管理嘉实增

长和嘉实策略两只基金。 目前指

数仍处于2007年最高点腰斩位置

下方， 但是该基金累计净值仍处

于历史最好水平， 表现远远超越

指数。 ■记者 李庆钢

投资黄金半月获利近13000元

在股市疲软、 房产调控、 银信新

政、全球经济发展不明朗的情况下，投

资者必须得未雨绸缪。上月，从没有投

资过黄金的吴先生， 将股票市场上的

资金退了出来， 在中国银行开设了黄

金交易账户。在交易员的指导下，吴先

生于7月29日金价254元/克时， 交纳

266700元买入一手（1000克）黄金，8

月17日，金价涨到267元/克时果断卖

出。金价上涨5％，吴先生在短短半个

多月时间内获利近13000元。

像吴先生一样， 众多投资客纷纷

将资金转投于黄金市场。“近期金融市

场的紧张气氛凸显了黄金的避险性

质。而各国央行减少售金，令供应面遭

遇压力， 黄金将持续具有吸引力。”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资金业务部高级经

理杨能军接受记者采访说。

专家为您传授独门秘笈

历经监管层一系列摸底调研，多

次三令五申， 包括窗口指导勒令叫停

后， 按照诺亚财富管理中心的统计数

据，新规出台后，信贷类银信合作理财

产品确实是几近消失了。8月12日至

18日， 一周时间内仅有2款此类产品

发行。这也让银行理财产品栏中，收益

率在4%以上的这一栏出现断档。那

么， 个人理财面对新政下的产品如何

选择？

记者从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资金

业务部了解到，8月28日下午2：30，中

国银行将在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593

号湖南国际金融大厦13楼多功能厅举

行“2010年个人外汇、黄金投资及理财

报告会”。 并将由中国银行总行资深市

场分析师、 经验丰富的交易员和理财

师，对目前国内外金融形势、外汇黄金

走势进行分析，和大家分享外汇黄金交

易经验和技巧，还将就个人在银行理财

产品的选择方面进行分析报告。

今年金价有进一步上升空间

“国际现货金近期表现强劲， 基于

对全球经济复苏疑虑及各国央行减少

售金， 金价总体方向是向上的，2010年

可能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 杨能军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8月3日， 中国人

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证监会联合出台了

《关于促进黄金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我国黄金市场的发展方向。作为财

富象征， 黄金在新中国经历了从国家

“严格管控、统收统配”到如今市场自由

开放、百姓藏金用金的巨变。中国不仅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第二

大黄金消费国，而且上海黄金交易所已

悄然跃升为全球黄金现货交易量最大

的场内市场。“在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

经济体可能进入滞胀，导致黄金等贵金

属和一些资源类保值较好的商品受到

青睐。”杨能军分析。

此次六部委发文促进黄金市场，对

未来国内黄金市场金融属性将进一步

突出，无疑中国市场上的黄金投资品种

将更加丰富，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将

更加多元化，投资者参与黄金交易更加

便捷，投资黄金的机会也会更多。

路边李苦———嘉实基金“以

价值为核心的反向投资”

理财“黄金时代”来临了？

中行资深专家为您传授独门秘笈，邀您参加掘金大赛

国内黄金市场异常活跃，理财市场迎来“黄金时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黄金再次成为动荡中

的资产“避风港”，金价更在其

他资本市场暴跌的背景下连

创新高，而国内黄金市场也异

常活跃。在中国金市方兴未艾

之际，8月初，央行等六部委出

台《关于促进黄金市场发展的

若干意见》， 鼓励与黄金有关

的投资渠道多样化。

六部委发文进一步推动，

黄金市场会带来哪些变化？黄

金市场又是否会迎来真正的

“黄金时代”？

■记者 陈张书

“对于初入金市者和中老年人，最好少碰外汇、

黄金高杠杆交易，相对而言实盘交易更稳健。”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资金业务部高级经理杨能军提醒。

他指出，杠杆交易以小博大，更适合那些资金较为

充裕，具有相对丰富炒金经验的资深投资者。而在

进行外汇、黄金交易时，投资者要关注外汇、黄金价

格的走势，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在低点买进，高点卖

出，以获取更高的收益。

“作为风险承受力较弱的投资者， 还可以选择

和外汇、黄金挂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以锁定本金

风险。”杨能军认为，与黄金挂钩的银行理财产品包

括看涨和看跌金价两种， 多为保本浮动收益型，像

中国银行3月份发行的“汇聚宝”10044-V澳元汇市

争锋产品，这款理财产品为看涨澳元的保本浮动型

产品。6月到期时实现了5%的投资收益率。 另外，实

物黄金也是所有老百姓都可以选择的投资形式，适

合于中长期规避风险。

初入金市者少碰高杠杆交易

专

家

提

醒

看好今年黄金市场，本次报告会上，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还将举行“2010年度黄金宝、外汇宝实

盘交易大赛”发布仪式。

据了解，活动为期两个月，从8月30日到10月30

日， 我省的广大个人投资者， 只要在中国银行开立

“一本通”活期账户的所有个人，通过柜台、电话银

行、 网上银行三种方式进行交易， 均被视为自动参

赛。同时，中国银行在竞赛活动期间，将对参赛者外

汇宝、黄金宝（包括美元金和本币几金）两项产品累

计成交交易量进行排名。并评选出冠军1名，奖品为

台湾旅游消费券；亚军1名，奖品为价值3000元的纪

念品；季军1名，奖品为价值2000元的纪念品；幸运抽

奖50名，奖品为价值200元的纪念品。

中行邀您参加掘金大赛

链

接

新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