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
●高薪聘招办主任15928487305
●聘05机熟手薪6千13666271942
●高薪聘：服务员、吧员、库管、客
户经理、楼面主管。待遇面议包吃
住。电话：18628161117
●聘：轮转机，机刀，折页机师傅，
装订熟手。13518186667

求职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院校招生
●优质教育资源寻院系合作办学
招生教育投资咨询等84406029

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冰箱修移8662994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空调厂家直销★65181188

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

绿化·美化
●转温江60亩园林带桂花银杏等
大树13881883808★13981801777

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豪阁装饰装修02883188251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疏通管道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疏管掏粪
●专业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539994疏管抽掏粪87588463

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

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低价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废旧★15928958345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空调餐饮废旧13348864767
●收空调桌椅废旧13880991212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面包车13880530139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英才专业办执照资质86922599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咨询13881761948

启事
●陈文博2012年2月2日出生医学
证明L510611640遗失作废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原税务登记
证遗失，证号：519000828241X，特
此声明此证作废。

身份证遗失
●邢映雪51010519840719004X女
●钟欣芮511323198506102660失
●黄堤昱510104199202062368失
●张程二代身份证511321198311
208139于2014年4月23日遗失

寻人
●舒先会，女，67岁。
有老年痴呆症，4月22
日在青龙场走失。穿
暗红色花纹外套，黑
色皮鞋，短白发，右
嘴角有一颗痣。知情
者请联系13980086036当面酬谢。

汽车报失
●车主何洪平,川A4HP66黑色思威
牌汽车, 发动机号1104966车型号
DHW6453R4ASD,车架号LVH
RM48 55C5104986于2014年1月8
日1时30分发现停放在双流县华阳
安公路二段234号太阳城宾馆后门
外路边的车被盗15881012260

房屋租售
●二楼600平出租13350886832黄
●外双楠300平可分13668114825

写字间租赁
●售一环内写字楼13708025599
●春熙路旁三楼整层写字间优价
出租500平米13550216287刘
●金牛万达写字楼出租83322021营业房
●教室办公用房库房租87383336
●1400平营业房租13540058439

●卖加油站眉山13547662277

酒楼·茶楼转让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华阳好口岸火锅13980895915
●低转南2千平酒楼15208271531
●北门茶楼800平转13084455958
●八里小区300茶坊15528360673
●光华村酒吧18万13540772716
●转茶楼商务酒店18081007398

●科华北路餐饮旺铺求合作
800平精装修13981763344
●大型KTV对外承包13008189338
●三圣乡农家乐转15208274989
●酒店转让新装：18190704268
●渝富桥转让联营13438248543
●德阳赢利酒店转15881199969

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餐饮铺面85108155
●市中心旺餐转让13550373266
●武侯300餐带后院13980689177

●转青羊80平旺餐15882162262
●高升桥500旺餐转13881899989
●火锅旺铺转让13438331566
●盈利好餐馆转让13880798028
●八里小区380火锅15528360673
●群星路120平餐转15184337383
●五块石车站餐转13198590908
●外双楠500平火锅18908070955
●耍都900平餐饮转15680107777
●无转让费中餐转18281519200
●奥克斯旺铺转让15044394466
●青羊769平火锅转13688389299
●金牛区九里堤星汉路360平米
旺餐转让，口岸好13980055662
●转市中心1100平18302827058
●沙湾旁840平餐转15884551312
●中餐162平带气转18728488798
●因家中变故无力经营忍痛转新
装79平面馆,望考察18982033477
●转市中心餐馆180平, 新装修证
照齐13666188389/13402842299
●三圣乡农家乐转13072888625

店铺
●转让东风路旺铺13982007412
●求租：金牛区二环内30平商铺，
无转让费最佳13228210893
●低价急转武侯大道双楠段305
平米铺面转让,电话13438820133
●西门千平火锅低18981897596
●八宝街旺铺转让13518130239

●西门50平服装店18681253679
●500三楼咖啡培训18782009503
●转科华北路旺铺13808061639
●鞋厂大学旁铺面13086601195
●双楠二楼160铺转13320962108
●市二医院旁80旺铺转66787731

厂房租售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4008036599
●厂房买卖中介13308048563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
平出租水电齐15882044508★
●青羊区厂房出租13981939378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大小厂房出租13540058439顾
●石板滩3千厂库房13882218868
●双流迎春厂房2500平住房500
平带动力电出租1398193356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视高厂房招租13908174666

●航空港鞋城厂租18682698997

●金堂5千平厂房租13708006115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

●土地招商，量身订做，标准厂房，
双证齐全028-87518098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岀租18981905302、69287209
●青羊总部厂房租13350878520
●新津工业区厂房13982104638

●租售1200平厂房1390818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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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周四沪深两市延续低开冲高回落的

震荡走势，量能略有放大。小锤头线结束

了市场的加速下跌， 可见沪指2050点位

的强力支撑。盘面上，举牌概念股金地集

团涨停，引发地产股集体异动。产业资本

增持股当下成为多头阵营标杆， 不断地

显山露水顽强崛起。 盘面震荡的背后主

力资金暗流涌动。 曾经毫不犹豫的空军

司令安信证券，突然“结构性”翻多，力

荐成长股， 或许正是闻到了一丝市场不

寻常的气息。不管如何，主力打砸抢各种

手段用尽，是时候该变盘了。今天过后又

是周末，会不会又有重大消息发布呢？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准

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周一

至周五每天12：00、18:00《吕冲说市》，两

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透彻解析大

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迷雾重重的行

情中为你正本清源。今晚的嘉宾是日信证

券钟旭、国都证券谢刚、国金证券董华智，

敬请关注。本周，哪位分析师最受欢迎？市

场最关注的热点又是哪些？下周机构最看

好哪些股票？一切尽在周五18:00《吕冲说

市》特别节目“周末金马汇”。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说西安某中

学学生参加中考体育考试，结果大批

考生在参加长跑后，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身体不适。据报道，有的直接瘫倒

在地，有的需要通过吸氧等方式来缓

解不适。新闻图片上，中学生们一张

张惨白的脸和痛苦的表情，真让人为

学生们的体能堪忧。

再看

A

股市场，昨天大盘反弹未

果， 沪指再次下跌

10.35

点， 最终以

2057.03

点报收， 创出近期下跌以来

的收盘新低。反复震荡好几个交易日

后， 我对多头的体能也有些担忧。之

前我就说过，如果在头肩底右肩的位

置，多方能够迅速展开反击并形成优

势， 那么后市还有可能扭转局势。但

是现在，一方面，多方自身力量在不

断消耗；另一方面，证监会每天公布

数十家新股

IPO

预披露材料，这对多

方人气也是一种明显的伤害。

当然，从昨天的盘面来看，市场

热点还算不太冷清。 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 金地集团在两大保险机构举

牌的推动下，昨日放量涨停。曾经地

产股四大龙头“招、保、万、金”中的

金地集团出现如此强劲的走势 ，对

地产板块还是有所提振的。 但反过

来看，地产股走强，却未能出现银行

股的联动， 这也是导致昨天大盘未

能形成反弹的重要原因。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 我依然倾

向于弱势震荡的判断。 现在虽然多

头难有大的作为， 但空头似乎也还

缺乏令大盘进一步破位的迹象 。对

操作而言，今天又到周五了，周五经

常会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情，多看少动或是上策。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4日公布2014年劳动节休市安排。休市

安排如下：5月1日（星期四）至5月3日

（星期六）休市，5月5日（星期一）起照

常开市。另外，5月4日（星期日）为周末

休市。

新华社

延续前一交易日跌势，24日A股继续

弱势调整。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

房地产、煤炭、建筑三大板块逆势上涨，

但幅度均十分有限。

昨日上证综指以2064.16点小幅低开，

总体上呈现冲高回落走势。盘中沪指一度

翻红并上摸2075.76点， 此后震荡走低，尾

盘以接近全天最低点的2057.03点报收，较

前一交易日跌10.35点，跌幅为0.50%。

深证成指收报7419.44点， 跌15.28

点，跌幅为0.21%。

股指下行拖累沪深两市大多数个股

告跌，仅600余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13只个股涨停。

昨日沪深两市分别成交644亿元和

783亿元，总量较前一交易日微幅放大。

大多数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 不过

仅有综合类和传媒教育板块整体跌幅超

过1%。房地产、煤炭、建筑工程三大板块

逆势上涨，幅度也都十分有限。

沪深300指数收报2190.47点，跌4.19

点，跌幅为0.19%。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8

条告跌，300信息、300电信跌幅超过1%。

300金融、300能源逆势小幅上涨。

在近期消息面缺乏利好指引的同

时，新股发行预期日渐增强。在这一背景

下，A股延续弱势整理， 成交量则在低位

徘徊。

新华社

A股延续弱势调整 多数行业板块收跌

体能堪忧

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布2014年劳动节休市安排

川股动态

迅游网络：

欲做“游戏加速”第一股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四川迅游网络无疑是

一个陌生的名字， 但对于国内广大网络游戏爱

好者来说，用过迅游网游加速器的却大有人在，

“迅游网游加速器”便是公司的拳头产品。

招股书显示，从2008年年底开始，迅游网

络便独立开发出第一代 “迅游网游加速器”，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也是向网友玩家提供云

加速服务。

艾瑞咨询报告显示，2009~2011年， 迅游网

游在国内网游加速服务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

升，分别为21%、29%和34%，属业内龙头，公司的

竞争对手包括迅雷、27代理等。目前公司产品支

持超过7600款网游，最近3年公司累计新增注册

用户数超过8000万， 累计活跃用户数超过530

万，在线人数峰值于去年突破了45万人。

记者注意到，目前公司董事长章建伟、董事

袁旭、 总裁陈俊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3人合

计持有公司48.77%的股份， 为迅游网络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财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迅游网络的净资

产为9487.08万元。2011~2013年， 公司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0.7亿元、0.9亿元和1.44亿元，同期净利

润为2027.46万元、3090.94万元和4585.91万元。

此次公司拟公开发行1000万股， 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25%。 募集的资金中将有1.1亿元用于

“智慧云加速平台优化与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1582.08万元用于“营销网络平台技术改造”项

目， 不超过1.2亿元用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项目。

合纵科技：

新三板转板而来

在这批预披露的企业中，对于合纵科技，市

场或许并不陌生。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宝安2月

15日曾发布公告称， 联营企业中国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所投企业中， 有3家已进入到了申请IPO

的环节，这其中就有合纵科技。

资料显示， 合纵科技是从事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及相关技术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主营业

务面向国内电力网络、市政建设、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等诸多领域， 生产和销售户外中高压配

电和控制设备，产品主要包括环网柜、箱式变电

站、柱上开关、变压器、故障指示器及智能配电

终端、电缆附件、其他开关等共计七大类二十二

个系列。

2011~2013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亿

元、5.17亿元和7.14亿元， 同期净利润分别为

5547.59万元、6949.85万元和7639.36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 合纵科技其实早已登陆了

新三板，代码为430018，挂牌时间为2007年9月，

同时该公司也是2014年新三板首份年报发布

者，以其业绩而言，自然是新三板中的佼佼者，

而今欲跻身创业板，一旦成功，将成为新三板转

板的又一范例。

合纵科技其实早先曾有闯关创业板的经

历， 却因为被竞争对手北京科锐状告合纵科技

侵犯专利权等种种缘由而搁浅。 合纵科技多名

高管出身于北京科锐，包括董事长刘泽刚、董事

韦强、行政后勤中心总监张仁增、营销总部副总

监何昀、总经理助理高星等。

合纵科技此次计划发行不超过2740万股，

预计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不超过1370万股，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智能化户外环网开关设备

生产线改扩建项目”、“户外柱上开关建设项

目”、“小型化户外箱式变电站生产线建设项

目”和“智能化、小型化配电设备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投资额预计2.44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皇甫嘉 赵阳戈

S

前锋

（600733）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4.37万元，同比下降99.96%；实现净

利润780.36万元，同比下降35.93%，基本

每股收益为0.0395元。

中铁二局

（600528）一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148.62亿元， 同比增长3.67%；实

现净利润7710.44万元，同比增长7.42%，

基本每股收益为0.0528元。

国腾电子

(300101)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4182.78万元， 同比下降10.83%；亏

损1108.86万元， 同比下降2679.55%，基

本每股收益为-0.0399元。

沱牌舍得

（600702）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3.49亿元，同比下降24.04%；实现净利

润803.77万元，同比下降86.03%，基本每股

收益0.0238元。

成都商报记者 曾剑

连续数日，预披露名单不断刷新。截至昨日21时，证监会网站预披露栏显

示，又有22家企业抛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加上此前的75家，短短一周预披露

总数已增至97家。昨日的22家企业名单中，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迅游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游网络）等均在列，甚至还有之前便传出

欲从新三板转板的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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