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修移加氟洗8662994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麻将合作1532808088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机麻新方法15928607080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休闲联谊
●高端聚会+旅游18982071607

出租车发包
●新出租车发包13198543600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养老托老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

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丶掏粪池87588126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疏管掏粪
●84553337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收茶楼桌椅厨15828448289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空调桌椅铜13678147266

典当行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供求大串通

汽车转让
●欧曼6.6平板车13076020656

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机械·设备
●售喷砂房及烘房18108089073

启事
●成都华力森有限公司开据给陈
红的购房收据遗失，收据号0035
715金额324000元；收据号0035
770金额29652元，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华阳翠拥天地小区：152栋
7号、106栋1号、153栋4单元4号、

148栋1单元1号的业主，请于即日
起10日内将办理国土证资料交到
翠拥天地物业服务中心，逾期不
交资料者请自行到双流国土局办
理。特此公告
成都市创和物业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6日
●川AP1A81华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商业保险单流水号:
06047 03596,保单号:110660370
201400 7490遗失.
●施军残疾证遗失
●金牛圣菲斯诊所发票领购簿
（税号：川蓉5106241942091703
10）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联创世恒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在工行成都峨影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遗失, 核准号J65100364064
01特此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写字间租赁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红星路园林整层低租86920071
●春熙路旁三楼整层写字间优价
出租500平米13608092798王

营业房
●城南2600平出租13330964407

7万抢小南街商铺
人民公园旁、双证齐、商超已入驻。
电话：68964000 68964100
●酒店急转或承包13699431635

酒楼·茶楼转让
●琴台路酒楼转让800平米新

装修带设备2层13608198731
●宾馆转让13980424678
●机投与苏坡桥交界处X9酒吧
140平米转让18011501640
●茶楼低价急转18011590313

●半价抛5千万酒店13880341588
●金沙茶楼急优转13980831698
●28万转营业茶楼13880114905
●转茶楼.商务酒店13708025599
●转青羊1500酒楼13808203200
●高新盈利茶楼转13808088772

餐馆转让
●市中1000平火锅13808226600
●转新鸿路200平餐18980623156
●餐馆急转15882205356
●玉林旺餐220平转18244256970
●转羊西线欧尚旁黄金餐饮口岸
600平米15828295568许先生
●火锅店转或联营15308213983
●科华路350平旺餐13550286779
●科华北路777平餐13808083808
●东万达旁400火锅13540420398
●转金沙中餐200平18615760960
●玉林中路600火锅13709057977
●转川师240平火锅18782227216
●一品天下大街500平火锅转，电
话：13881725968
●太升北路火锅店15181900000
●营门口旺餐转让13709087779
●急转黄田坝英国小镇火锅店1、2
楼500平另带坝13808069693
●300平火锅费用低13982005215
●光华村街70平两所大学间带
100平坝旺餐转13981801314

●交大路900平中餐13880854809
●成华区建设路第五大道大型餐
厅转让：杨经理13568955706
●西800平餐铺转13808075687
●九里堤餐饮67平13981983747
●人民公园70平餐通气86138333
●八里小区600餐转15928666098
●斑竹园650平餐转13882077380
●顺城街100平快餐13668187928
●大源125平旺餐转15928044158
●琉璃路200平旺餐13980505878店铺
●晋吉南路616平铺13808010708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
临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校旁文具副食烟空转宜各种经
营家带店天然气15928150536
●西143平阔间旺铺15828013600

厂房租售
●出售龙泉经开区70亩证齐，崇州
80亩证齐13308048563
●羊安工业园标厂70亩优租专变
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羊西线厂.库出租13608220360
●龙潭工业园标准化厂库房1000
平及宿舍配套齐全84209166

●厂.库房场地出租15002833575

●广汉市小汉镇4万平米工业用
地招租，电话：18666793099
●新都泰兴标准仓库12000平出
租，可分租13330983723
●黄金路水电齐350平87587516
●新繁镇厂房出租13881758087
●出售新都龙桥家具园区内40亩
有证土地、厂房18111556118
●郫县三道堰厂租18980885393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崇州厂房出租15000平可分割
带动力电行业不限15108311861

担保公司

招商
●红原200亩商业用地寻合作垫
资及建筑总包18380216004
●某知名品牌肉制品生产企业出
售，证照齐全15390012108
●中国服饰连锁13350888189
●监理公司寻合作18980788880
●售府城大道旁16亩商业地
15208469901
●华阳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作及
青城山商业地转13982123820
●九江境内绕城22亩商住地股份
转让或合作13808098746
●医院和养老院寻风投投资打造
医养融合产业集团18980652559
●健康项目寻合作13880892289
●出售大医院股份18180620175

受CPI同比涨幅创下四年多新低利好提

振，A股暂别近期持续调整，15日沪深股指双

双温和反弹。

上证综指以2358.23点小幅低开，早盘下

探2344.37点后震荡回升，尾盘以接近全天最

高点的2373.67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14.20

点，涨幅为0.60%。伴随股指反弹，沪深两市一

改近期跌多涨少格局， 上涨品种总数超过

1300只。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42只

个股涨停。沪市新股N东方粉墨登场，首日涨

幅约为44%。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1718亿元和

1967亿元，总量萎缩至3700亿元以下。国家统

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CPI同比涨幅

创下2010年1月以来的新低。 这也引发了市

场对于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受此提

振，沪深股市暂别调整温和反弹。

新华社

由每日经济新闻、成都商报、每经网联

合主办， 成都福星兄弟投资管理公司承办、

新郎酒独家冠名、华讯财经协办支持、国都

证券提供交易平台，在成都、北京、上海等十

余个城市同时进行的大型实盘赛事———“郎

酒·新郎酒杯第三届中国股王争霸赛” 离正

式开赛还有两周时间，不少高手欣然接下战

帖报名参赛。

昨日，第二届中国股王争霸赛季军“云川

医院”向组委会表示，他将参加此次大赛。

“云川医院”是一位资深股民，上世纪90

年代初就开始了炒股生涯， 经历了中国股市

无数的大风大浪， 炒股也成为他最大的业余

爱好。 上届比赛最后两个交易日适逢股市调

整，“云川医院”在调整前一个交易日果断空

仓，最终顺利夺取季军。

“上次比赛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我感觉股

市短期要调整，最后两天及时空仓，侥幸位列

三甲。参加比赛，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和高手交

流。上次参赛就从高手处学到了不少。因此，

此次参赛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学习的一次检

验。”“云川医院”昨日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今年，“云川医院” 早已取得超额收益，

然而他却谦虚地表示， 和众多高手相比还有

不少差距。“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市场的盈

利模式不断创新， 不学习就会被市场无情地

‘绞杀’。”

“云川医院”看好未来的行情，其表示，

“我重点关注券商、医药、军工，这三个板块中

会出不少牛股。”

想赢一辆高级轿车吗？ 想展现自己高超

的股市操盘能力吗？ 想证实自己快人一步的

炒股技巧吗？ 想通过一个平台成功踏入私募

之门吗？ 想要一个向外界展现自己在股市叱

咤风云的机会吗？“第三届中国股王争霸赛”

将帮助您实现梦想。 离正式比赛还有两周时

间，抓紧时间报名吧！

前两届股王争霸赛的不少优秀选手，有

的已成功进入私募界， 有的开了自己的投资

公司，有的给实力机构当操盘手去了。即使你

不是炒股能手，通过参赛，和高手同台竞技，

学习高手经验， 也可以为你铺就一条通往股

海的成功之路。24小时报名及赛况咨询电话

400-077-8659。监督电话：028-86660288。

成都商报记者 何建川

第三届“股王争霸赛”参赛营业部

(

国都证券报名地点

)

乐山柏杨中路证券营业部 余洁

0833-2459911 18728805516

自贡紫薇路证券营业部 王波

0813-2229515 18086868622

手机营业部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成都天益街证券营业部 刘露晴

028-85325511 13982237579

上海长阳路证券营业部 姜琦

021-65198479 13917798957

上海崇明新河镇证券营业部 曹凌辉

021-59682171 13472760065

绵阳长虹大道证券营业部 何霞

0816-2883839 13890166109

西昌胜利南路证券营业部 杨艳玮

0834-2596368 13881562066

北京三元西桥证券营业部 周志国

010-59762886 13910660167

德州东方红路证券营业部 司维

0534-2236996 18605349591

邯郸丛台北路证券营业部 钟少华

0310-3279777 15531050105

济源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 王伟科

0391-6620333 15236779777

长春人民大街证券营业部 孙祥臣

0431-89106108

开封大梁路证券营业部 王高峰

0371-23883398 13781119876

北京双峪路证券营业部 高亮

010-69829800 18210202871

11家企业拿到IPO发行批文

和市场猜测的一样， 第五批IPO发

行批文在本周曝光。

昨日下午，证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10月15日核准了11家企业的首发申

请，其中，上交所6家(曙光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黑猫焦

化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

公司、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

中小板2家（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3家（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表示， 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

将分别与沪深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

程，并陆续刊登招股说明书。按照此前的

惯例， 相关公司在获得发行批文之后将

很快启动发行工作， 一般在当月下旬就

集中发行， 相信不久之后投资者就可以

申购这11只新股了。

随着新一批发行批文的下发， 今年

已经有55家企业获得批文， 其中44家已

上市。今年6月，证监会曾明确表态，“6月

到年底，计划发行上市新股100家左右”。

证监会发审委2014年第171次会议

于昨日（10月15日）召开，春秋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首发）和广西柳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首发）申请获通过。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乐山电力

5.8亿参股晟天新能源

乐山电力（600644）今日公告称，

公司拟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

签署《合资经营合同》，在四川设立四

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开发、拥

有和/或出售主要使用高效率 （效率不

低于24%）低倍聚光光伏技术产品建造

的发电厂，开发建设装机容量为3GW的

高效光伏中心项目，并且其长期目标是

开发建设超过约10GW的装机容量，以

支持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合资

公司拟注册资本为26.85亿元，公司拟出

资5.8亿元，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1.6%，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并购

贷款资金等。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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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投资宝

您理想权威的投资顾问

扫一扫

轻松可获股市期货前沿信息

咨询电话：

028-8666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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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股动态

融资融券市场已经无法被忽视。截至10月

14日， 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已超过了6500亿元，

而从6000亿元到6500亿元， 仅历时10个交易

日，而在今年8月之前，要想抬升1000亿元的数

量级，市场一般至少要经历80个交易日，如此

速度被调侃为“坐火箭”。

1000亿融资增量耗时不断缩短

伴随7月以来A股行情的演绎， 融资融券

市场可以用热得发烫来形容， 特别是融资市

场。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22日，

两市融资余额还仅仅维持在4200亿元上下，

而10月14日，融资余额已达到了6590.11亿元。

记者发现融资余额每增加1000亿元所用

的时间越来越短。 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

融资余额从2013年5月22日的2000亿元首度攀

升到当年10月14日的3000亿元， 历时80个交易

日；从3000亿元攀升到4000亿元，用了125个交

易日；从4000亿元爬上5000亿元（2014年8月25

日），历时92个交易日；而22个交易日后，融资余

额就从5000亿元爬升到6000亿元大关；又经过了

10个交易日，2014年10月14日融资余额已达到了

6590.11亿元，如此速度被调侃为“坐火箭”。

如果以最近的1000亿元增量约20个交易

日的历时来看的话， 相比从前平均90个交易

日以上的历时来看，耗时缩短明显。

记者注意到，融资余额增速之所以“坐火

箭”，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融资融券标的不

断扩容，增加了融资客的可选择范围；另一方

面，对于融资融券业务这一“大蛋糕”，以华

泰证券为首的部分券商率先放下身段， 甚至

“零门槛”迎接开户者。

贵州某券商分析师告诉记者， 融资融券

业务对券商来说是风险比较低的一项业务，

所以券商积极发展该业务， 这样火爆的市场

尤其对资金量充足的券商来说是利好。

融资客发力房地产等3板块

近期融资客发力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房地

产、银行和证券板块，8月25日至今，房地产板

块的融资买入额为755.45亿元， 买入量为

107.93亿股；银行板块的融资买入额和买入量

分别为480.44亿元和73.65亿股； 证券板块则

为827.89亿元和83.03亿股。 紧随其后的则是

中药板块，融资买入额和买入量分别为397.08

亿元和21.49亿股。记者发现，融资客可以说是

市场上嗅觉最为灵敏的一群人， 因为上述板

块均是目下最俏的板块， 房地产板块有政策

暖风呵护，中药板块有埃博拉等事件刺激，而

证券板块有沪港通消息的推动， 银行板块则

是整体涨幅偏小的“避风港”。

《每日经济新闻》

融资余额“坐火箭”

神速突破6500亿元

最近，网络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挖

掘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在这

里，我倒不是想给某家技校做广告，只是

想说，不论什么行业，就算是开挖掘机，

只要有了不起的本事，照样能红。

投资

A

股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要善

于挖掘好题材， 不管大盘行情怎么样，

你都是炒股牛人。七年前的今天，沪指

在

6124

点见顶，结束了上一轮超级大牛

市。七年后的今天，虽然沪指在

2400

点

附近，但这七年中仍然诞生了不少超级

大牛股。

当然， 在股市上开挖掘机还有另外

一层意思，那就是“挖坑”。昨天早上，沪

指就挖了一个坑，不过昨天沪指的“坑”

挖得还不算深，从

K

线形态看，并没有破

坏近期震荡的整体趋势， 表明大跌的可

能性并不大。从盘面看，个股炒作的格

局悄然发生了变化。昨日，前期炒作较

猛烈的军工、 造船等板块出现明显回

落，而周期类股票突然爆发，尤其是券

商和钢铁板块。 对于券商股的爆发，我

认为可能与沪港通通车日益临近有关。

不过，沪港通这一利好因素，近期有可

能因为新股发行而被抵消。 昨日晚间，

新一批公司获得

IPO

发行批文， 预计不

久后就将发行。 基于这样的市场环境，

我感觉大盘暂时还难以摆脱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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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披战袍 上届季军亮剑“中国股王争霸赛”

数据利好A股 两市温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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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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