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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一些地区

发生了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自然灾害发生

后，常常伴有水源受到污染，城市

供水系统受到破坏，饮水成为洪涝

灾害发生后亟待解决的最重要问

题之一。专家指出，饮水既要防止

水中微生物带来的肠道疾病传播，

也要警惕可能存在的急性化学物

质中毒，必须做到保证长期饮水的

安全性。为了市民对健康饮水有更

好的了解，这个周末，通程电器将

云集美的净水机等上百家知名一

线品牌，帮你健康饮水。

除菌先行，美的净水机让饮

水更安全

要想彻底解决灾区相关饮用

水中的过滤问题，就要选择超滤功

能绝佳的净水机。而美的管道超滤

中央净水机MU109-0.6T/1.1T/2T

系列产品就是最好的选择。 该系列

产品采用超滤技术， 膜通量大，不

仅可有效去除过滤前水中所含泥

沙、铁锈、细菌、病毒等物质，更重要

的是在享受健康饮水的同时不用担

心滤水速度慢的问题， 该产品可满

足全屋或局部区域水质净化的需

要。这样的设计，不仅让灾区的市

民可以利用美的中央净水机饮用到

健康水， 更可让没有受洪水困扰的

城市市民也可以饮用鲜活净化水。

在不断追求生活高品质的现

代社会，人们对饮用水水质问题越

来越关注，“安全饮水”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 而卫生无疑是安全的首要方

面。 美的中央净水机MU109-0.6

T/1.1T/2T系列产品采用的是聚醚

砜食品级材料，充分满足饮用水安

全卫生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使消费

者彻底摒弃饮水过程中对“安全”

问题前思后虑的做法。

美的净水机 饮水潮流所趋

美的管道超滤中央净水机

MU109-0.6T/1.1T/2T系列，设计

充分考虑了多方因素， 内压式过

滤，清洗方便彻底。无需电源，无废

水排放，节能环保。让您简单操作

就能得到健康饮用水，而且特有的

进口七孔滤芯，不易断丝，可以保

证出水水质稳定。随着世博在中国

的召开，节能、环保等因素被许多

市民所看重。据相关人士讲，其实

节能环保并不仅仅是一种概念及

潮流，而能够使消费者切实享受到

节能环保为他们带来的益处。

饮水用水与我们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而当自来水味道不够鲜纯时，

我们如何还能更尽情地正常生活？

那么什么水才是安全的选择？ 美的

中央净水机MU109-0.6T/1.1T/2T

系列产品依托技术优势， 亦可对

自来水进行过滤处理， 去除其中

的铁锈、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

生产出的净水甘甜新鲜且富含溶

解氧，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使用

这样的水， 无论给孩子冲奶粉还

是给老人泡茶， 都不必担心饮水

健康问题。

美的超滤中央净水机可满足

生活饮水需求，让您方便地享受健

康饮水，也提醒您，人体口腔、牙齿

和肠胃最适宜的饮用水温度是

10℃~30℃。

团购热线：0731-84886749

在本周末的活动中，通程电器

将为广大市民出谋划策，让你的健

康从“水”做起。

8月21日，雅美整形美容医院五

周年庆典活动， 吸引了500多名顾

客， 大厅内前来咨询的顾客络绎不

绝，外场的甲壳虫抽奖活动更是人影

攒动，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赏。

甲壳虫汽车大奖得主的诞生

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据院方透

露， 凡在医院消费满1.5万元的爱

美人士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最

多的一位消费者拿到了12张奖券。

随着院长肖征刚的手离开抽

奖箱，价值22万元的“甲壳虫”最终

被一对来自岳阳的姜姓姐弟揽入

怀中。他们告诉笔者真正中奖者是

他们的母亲， 而对于母亲整形，两

人一直都是支持的。

在庆典活动上，雅美20万打造

的“娜琦丽女郎”在大家翘首以盼

中揭开了神秘面纱。

一身黑色礼服， 胸前镂空设计

将“深V”身材展露得分外妖娆的娜

琦丽女郎隆重登场。“我非常满意自

己的改变， 朋友们也说我更自信了，

更有魅力了，我的偶像是时尚性感主

播小S，现在有了好身材，我希望能成

为比她更有魅力的女主播。” 欧芷君

坦言，娜琦丽假体是美国第一乳房假

体品牌爱力根公司的顶级产品，也是

目前全球丰胸第一奢侈品牌，能成为

它的代言人她觉得非常的荣幸。

雅美五年来凭借着专业、诚信

赢得了十万爱美人士的信任，但雅

美的目标不仅仅于此。

据院长赵玉透露：在接下来的

两年里，雅美医院将走集团化运作

模式，成立医院投资管理公司对外

进行大规模扩张。

健康从饮水做起

美的净水机 我家的净水厂

22万元甲壳虫得主诞生 娜琦丽女郎惊艳亮相

———雅美五周年开启美丽盛典

经济信息

■记者 邓桂明

周四A股市场呈现缩量震

荡走势， 深成指坚守半年线，沪

指成交再度回到1000亿以下，

并创出8月份以来的新低。

如图(深证成指日K线图)所

示， 深成指最低探至半年线，但

很快收回，全天始终在其上方运

行； 盘中虽然跌破20日均线，但

收盘时重新站上。 从这点看来，

深成指上升趋势仍然保持较好。

但MACD高位死叉，绿柱伸长，

显示调整还将继续。周四长长的

上影线显示上方压力较为沉重，

缩量的小阳十字星则有下跌抵

抗的嫌疑。半年线很可能只是深

成指的“马其诺”防线。

世基投资指出，大盘资金流

向数据显示，周四大盘机构资金

仍呈现净流出状态，由于大盘量

能萎缩，净流出数量(10.25亿)急

剧减少为周三的四分之一水平。

反映目前多空双方都在试盘，是

对政策面不确定的正常反应，短

期方向性暂时不明朗， 只有站

在5日均线之上调整才有望结

束。投资者目前要控制好仓位，

一方面能随时把握获取收益，

另一方面又要防范调整风险。

周五大盘仍有反抽动作， 股指

或震荡加剧， 上方压力位2616

点、2640点， 支撑位是2590点、

2550点—2560点。

盘面看，周四个股涨多跌少，

煤炭、家电、酒店旅游等板块走势

较强；水泥、生物制药、商业百货

等板块亦有走强；钢铁、化工、有

色金属、金融等板块走势稍弱，两

市约两至三成股票下跌。

煤炭类股上涨， 郑州煤电涨

停，靖远煤电涨5.00%。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25日主持召开常务会

议， 研究部署推进煤矿企业兼并

重组和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工

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探索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的有效方式， 支持符

合条件的国有和民营煤矿企业成

为兼并重组主体， 鼓励各种所有

制煤矿企业和电力、冶金、化工等

行业企业以产权为纽带、 以股份

制为主要形式参与兼并重组。

农林股多只个股涨停， 如东

方园林、棕榈园林、壹桥苗业等。

环保类股上涨， 国中水务涨

停，中原环保涨1.06%。发改委25

日公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实施意见》， 表示将编制湘江、汉

江、 鄱阳湖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

规划。

迪斯尼类股上涨， 中路股份

涨5.34%， 界龙实业涨3.83%。据

报道，迪斯尼项目又有最新进展。

公开资料显示， 上海迪斯尼项目

将有望成为史上最大面积迪斯尼

乐园，总投资将达到百亿。而因迪

斯尼项目将带来地产升值、 刺激

消费、股市和旅游受益，其带动上

海经济发展作用不亚于正在召开

的世博会， 也一直被业内视为继

世博会之后的又一次拉动上海经

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记者 邓桂明

8月27日， 淮安嘉诚高

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将上

发审会。 一旦发审通过，企

业将获得A股IPO资格。但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却发

现，嘉诚化工花费巨大成本

引进的人才———副总经理、

董秘戴洪刚，竟然是淮安前

任环保局计划与财务处处

长。公开资料显示，戴洪刚

曾在5年前因受贿被刑事

拘留。

■记者 邓桂明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国

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总部获

悉， 该公司旗下首只QDII产

品———国泰君安“君富香江”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将于本周

起正式发行。据悉，这也是券

商QDII发行暂停30个月后，

重启的首只券商系QDII产

品。

刚刚经历了“红七月”，

QDII基金整体净值大幅回

升，QDII的出海热情也全面

点燃。除“君富香江”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这一券商系QDII

产品外，华安香港精选QDII、

建信全球机遇QDII等基金系

也正在积极备战“出海”。

业内人士分析， 现在投

资海外市场可谓机遇难得。

首先， 金融危机最黑暗时期

已度过， 各国政府积极刺激

经济， 二次探底可能性非常

低。其次，金融危机后海外股

票市场深度调整， 给投资者

提供了低位介入的机会。

据介绍，“君富香江”的

投资组合中， 股票资产占

50%~95%；其中，香港市场

股票占50%~80%； 纽约、纳

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市场的

中国概念股占0~30%； 股指

期货、 衍生权证占0~5%；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占5%~50%。

■实习记者 杨斯涵

本报讯 近日，招商证券

太原、长春、铜陵、漳州和玉

林5家营业部于8月23日同期

开业。 至此招商证券经纪业

务在全国38个城市设有证券

营业网点的数量达到76家。

招商证券表示， 五地新

增营业部， 加强了西北、西

南、 东北等外围地区的网点

布局， 进一步强化了招商证

券区域营销服务能力。

招商证券有关负责人表

示，为主动赢取市场，招商证券

还将继续加强客户服务体系的

建设，为客户提供了“智远理财”

财富管理计划系列服务产品。

谈及未来发展， 该负责

人说：“今年下半年招商证券

将以东、 中部地区经济枢纽

城市及蓬勃发展的二三线城

市为重点， 继续推进新设营

业部工作， 争取经纪业务网

点数量与规模更上一层楼。”

■实习记者 杨斯涵

本报讯 投资“吃喝玩乐”这

句话总结了券商下半年投资策略

的精华。

为什么都看好大消费行业？

中信证券认为，“经济结构调整、

高速城市化进程、 人口红利高峰

到来”三大动力，将提振中国消费

和零售业的黄金十年景气周期。

从近三年的情况看，消费(包括

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逐年上升，2007-2009年

分别为39.2%、43.3%、53.1%。

不过，专家也指出，尽管消费

股总体看好， 但是由于各个时期

消费股的表现不一， 普通投资者

可以通过主题基金投资消费股。

比如， 金元比联消费基金就紧扣

消费主题投资， 其主要投资标的

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充分

受益的消费主题行业及其中的优

势企业。 ■实习记者 杨斯涵

券商系QDII重启发行

招商证券五地增设营业部

深成指坚守半年线

热点板块

机构观点

下半年投资“吃喝玩乐”

多只煤炭农林股涨停

乐

南京高校炒股眼光准

股市表情

周三大盘跳水50多点，

新股表现却依然火爆，创业

板3新股的上市首日涨幅均

超五成。值得南京人关注的

是，家门口的中国药科大学

本次也沾新股的光。随着华

仁药业的上市，药科大学投

资该公司9年的收益近20

倍。另外，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持股的成飞集成近期股

价一飞冲天，成为反弹行情

第一牛股，南航的持股市值

已经过亿。南京高校的炒股

眼光真是很准。

怒

花血本

请受贿处长做董秘

深证成指日K线图。

坚守半年线

绿柱伸长显示

调查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