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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日沪深指数

上证指数：
开盘：3083.96 最高：3088.70
最低：3062.88 收盘：3063.31
涨跌：-22.19点 成交1771亿元
上涨：215家 下跌：853家 平盘：163家

深成指数：
开盘：10759.75 最高：10765.51
最低：10669.51 收盘：10669.51
涨跌：-88.37点 成交：2778亿元
上涨：404家 下跌：1248家 平盘：259家

九月首个交易日，A股再遇“周四魔咒”，尾
盘惨遭空头突袭，下跌0.72%。相信不少人被
尾盘的放量下跌惊出一身冷汗，但在股市中信
心比金子还贵，我们不必过分紧张，回顾历史走
势依然能激起我们对接下来行情的一丝期待。

太远的不说，从近十年A股（沪指）九月份
的走势来看，只有2015年、2008年、2011年3
年A股出现下跌，其余7个年份A股在九月份
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上涨概率达到七成！再
考虑到2015年与2008年的九月正值大熊市
中期下跌无可厚非，可以说九月是A股的强势
月份，坊间流传的“金九行情”所言非虚。

之前反复强调，在G20期间国家队的托
底预期充分，市场下行的空间相对有限；而
近段时间消息面暖风频吹，投资者的悲观情
绪存在被修复的可能，A股总体趋势依然向

好。不过，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并不会因为利
好出台就一蹴而就，而做多主线不明确也使
A 股的上涨之路险象横生。近期 A 股更多
是震荡磨底，为下阶段的上攻韬光养晦。

因此，市场若继续保持弱势震荡，空头
类似尾盘的突然发难必然偶有发生，而这也
把两类股票的风险暴露在我们面前。第一
类，是经历游资爆炒、而又无实质业绩支撑
的前期强势股，由于获利盘巨大，筹码松动，
若大盘动荡将成为空头进攻的首要目标；第
二类，是题材人气低迷、公司基本面又无亮
点的边缘股，此类个股在大盘上涨时已经尽
显疲态，涨势不足，当市场稍遭挫折，仅剩的
资金必然争相出逃。此两类个股将成为后
市隐藏的地雷，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若
手中持有就应该逢反弹出局。 广州万隆

新股看台

市场观察

主力动向

“国家队”持股动向历来为投资者所关
注。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包括证
金公司、汇金公司及中证金融资管计划组成
的国家队（不含社保、外管局投资平台以及5

大国家队基金）二季度持股情况也明朗化。
其中，“国家队”新进重仓长江电力

(600900)、金地集团(600383)等个股，期末

持 股 市 值 超 过 亿 元 ；新 进 道 氏 技 术
(300409)、金地集团、美晨科技(300237)、永
新股份(002014)、金运激光(300220)等个
股，期末持股占流通股比超过1%。

此外，亚厦股份(002375)、新华传媒
(600825)、湘电股份(600416)等个股二季度
则获得“国家队”大举增持。 陈见南

国家队新进重仓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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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盘进入倒计时
周四沪指低开，盘中虽有上冲并一度飘红，但面对年线的压力

只能回落，尾盘最后半小时加速下挫，跌穿 20 日均线的支撑；创业
板指数全天大都飘红，收盘前受主板的拖累下跌，至尾市，沪指收于
3063.30点，创业板指数收于2181.32 点。

蓝筹与题材的活跃度都在降低。煤炭、房地产、券商、酿酒居于
跌幅榜前列，蓝筹的“一日游”走势让略有回暖的作多热情受到打
击；题材股中除次新股外均无太多的可圈可点之处，资金一时间无
明确的方向可寻。

沪指四连阳后收出一根带量的实体小阴线，面对年线压制，在
房地产、券商等为首的大蓝筹缺位下，再度回撤至 20 日均线区
域。短期市场连续缩量震荡 13 个交易日，已至三角形整理的末
端，变盘进入倒计时，对于方向性的选择，蓝筹的表现是关键。考
虑到上周新增投资者数量连增三周，创出去年 6 月以来新高、两融
市场融资余额逼近 9000 亿，
以及 G20 峰会维稳等多重利
多，都未能撼动沪指年线的
压力，说明市场上方的阻力
不容小视。操作上建议以控
制风险为主。

国元证券

国元视点

历史走势揭示九月特点空头突袭不必过分紧张

A股总体趋势依然向好

先进数通今日申购
先进数通今日申购,证券简称：先进数

通,申购代码：300541,发行价格：11.07 元/
股,顶格申购上限：12,000 股,顶格申购需配
市值：12万元（深市）。 中财

网达软件今日申购
网达软件今日申购,证券简称：网达软

件,申购代码：732189,发行价格：7.26元/股,
顶格申购上限：22,000 股,顶格申购需配市
值：22万元（沪市）。 中财

QQ：1740168127 北一环新亚汽车站嘉华中心A座1301室
分类广告

广告刊登热线：0551-62860702 15395123255

全省发行，每天均可见报，欢迎刊登

遗 失 声 明遗 失 声 明

铜陵市麒麟装饰有限公司
遗失安徽省铜陵市税务局于
2014年6月4日核发的税号为：
340702399547023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声明作废。

夏咸才西医内科诊所遗失
安徽省铜陵市税务局于2012年
11 月 30 日核发的税号为：
340702197611072515的税务
登记证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合肥永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备案通知书（合）登记外备字
｛2016｝第1228号，声明作废
●合肥北志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遗 失 ，税 号 ：
340104059746317，声明作废
●合肥齐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因重
复备案于2016年2月25日做的注
销备案，现声明作废。
●合肥齐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备案于2016年2月25日做的
注销备案通知书，现声明作废。
●安徽省轮晖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40100MA2N063P1W,
声明作废
●合肥布得了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340100000942434，声明作废
●合肥凯索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40196343841610，声明作废
●安徽铭厨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40100MA2MXEN723）遗失，
声明作废。
●合肥旭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代 码 号
39566713-2）遗失，声明作废。
●合肥正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340102786532104）遗失，声明作废。
●李德俊刘甫慧购置合肥万达城项
目-A4区-商铺15号楼-125室房款收
据遗失，收据编号0099278，金额
222879.56元，声明作废
●程惜希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
编号K340442268声明作废
●孟德玉身份证于2014年5月尾遗
失，证号340122198708134820，有
效期2008年2月20日-2018年2月
20日，声明作废，以后因遗失引发经济
与法律纠纷均和本人无关。
●客户王磊在合肥万达城投资有
限公司2016.2.28号缴纳2000元
意向金、收据编号0115206，声明作废
●遗失郑米琪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M340492578,现声明作废！

聘内科、儿 科
医 师 , 护士
65536048 13705519100

注销公告
合肥中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
2016年07月26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
易金明、蒋文平组成，负责人为易金明，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08
月29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杨洋、汪志
云组成，负责人为杨洋，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余亿商贸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08月
23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余斌刚、张
淼、张明、张绪文组成，负责人为余斌刚，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景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
08月3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张玉
祥、屠军组成，负责人为张玉祥，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安徽皖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
08月3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张乐、
王亮亮组成，负责人为张乐，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市鼎速运输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08
月3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王亮亮、谢
彦兵、谢天组成，负责人为王亮亮，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和善豆制品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08
月3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邵和芹、裴
传国组成，负责人为裴传国，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安徽虾萌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
2016年08月10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
刘涛、吴崐 、谢敏、许之璆组成，负责人
为许之璆，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合肥市电动车摩托车配件商会法
人:曹志安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刘雨露遗失安徽外国语学院学生
证，学号15105250228声明作废
●合肥市玉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40100000128963声明作废
●合肥市玉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40102783061685声明作废
●合肥市玉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83061685声明作废
●孙王芳房屋坐落滨水花都
A5-807室遗失银行预告登记证明,
证号:房预合产字第8310037933
号,权利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分行,特 此登报声明
●颜谊房屋坐落滨水花都A1-505
室遗失银行预告登记证明,证号:房
预合产字第8310071668号,权利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行,特此登报声明
●桐城市金神镇阳光塑料厂遗失高
吉祥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
340881600248091 ，声明作废。
●婴儿姓名任一鸣，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原证编号：L340902539，声明作废。
●广德县腾龙放水材料厂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342523000016076，声明作废。
●婴儿姓名任明航，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原证编号：P340419181，声明作废。
●李峰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保单一份，保单号
PDAA20163412D000005502，车牌
号：皖KGU999，声明作废。
●凤阳县殷涧华荣木材经营部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341126000034279，声明作废。
●父亲：李毛旦，母亲：武影，之子李
昊明，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号：
M340515182，声明作废。
●安庆市当代大业房地产营销有限
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
码号：75854012-3声明作废。
●合肥皖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法人（徐善凤）章遗失，
声明作废。
●郑华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注册号：34140260012576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芜湖联驰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340221000050367）经股东会决议，现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为：苏学军、苏慧荣。苏学军为清算
组组长，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
联系人：苏学军 电话：13641813121
公司地址：芜湖县湾沚镇桃园小区9号楼
2单元602室
清算组地址：芜湖县湾沚镇桃园小区9号
楼2单元602室

减资公告
安徽恒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经营

需要，于2016年8月31日经股东会决议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陆佰伍拾万圆整减至伍佰 万圆
整。请债权人于2016年9月2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将固镇县兴旺建材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清算组成员由王林、
赵淑景组成，王林任清算组负责人，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
请其债权。联系人：王林；联系电话：
13665629066。

二0一六年九月一日
注销公告

宿州和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341300000111305）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曾建、年方兵
组成，负责人为曾建，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内45日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
权。联系方式：赵立美 18133779636

注销公告
涡阳县路祺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4042132792140XA）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耿淑英、黄厚林、朱刚组成，负责人为耿
淑英，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内45
日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阜阳市鑫龙针织品销售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税号
341202055773043,声明作废
●阜阳市鑫龙针织品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341200000121880,声明作废
●中新超市莲花店开给阜阳市鑫龙
针织品销售有限公司的货物收据遗
失，编号2013FDZP1405042821,声
明作废
●阜阳市翱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G7808,牌照遗失，声明作废。
●黄静御景嘉苑1幢2002购房收
据:8384776<100394 元 >、
8384758<1万元>遗失，特此声明。
●婴儿姓名刘青，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原证编号：M340437351，声
明作废。
●合肥奥陵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淮南市星赫商贸有限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皖 国 税 字
340405394456384遗失，特此声明
●卫云万达四期四季花城认筹单:
0108881<2千元>遗失，特此声明。
●合肥市包河区广视润通影视器
材经营部遗失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浦发合肥黄山路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610009298201,账号
58030154730000363,声明作废,
由此引起的经济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李秀东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341182600185153
（1-1）声明作废
●（明光市三国烤鱼店）遗失明光
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341182198707270211，登记日期
2008年12月4日，声明作废
●合肥亮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
340102348672983声明作废
●郭晓侠购阜阳海亮悦府一期18号
楼1704室2张收据遗失，收据号：
0037225，金额：80000元整，收据号：
0037224，金额：10000；声明作废。
●樊杨依医学出生证明遗失编号
0340064374，声明作废
●合肥市品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
号：34010367890118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阜阳飞龙园林花木销售有限公司（注

册号：341200000174326）经股东会决议，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蒋龙、吴卫东。清算组组长为:蒋
龙。请债权人债务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安庆市小蜜蜂劳务有限公司（注册号：

340800000147731）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9月1日成立清
算组，清算 组由周美齐、胡必忠组成，负责
人为周美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内45日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遗失声明
刘彬于2016年4月3日上午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二代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341202198310022539自丢失之
日起，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 为和由
此造成的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负责，
特此严正声明！

减资公告
肥西顺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68205593XK）
因经营需要，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佰
万圆整减至伍拾万圆整。请债权人于
2016年9月2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注销公告
巢湖市双佳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拟向巢

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已于2016年9月2日成立，清算组成员
由吴强强、吴俊松、尹萍组成，清算组负责
人为胡翠平。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巢湖市双佳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巢湖市绿景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巢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已于2016年9月2日成立，清算组
成员由胡翠平、凌飞、高玉梅组成，清算组
负责人为胡翠平。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巢湖市绿景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创伟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证号
76479213-2，特此声明
●安徽民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340104322748441，声明作废
●黄山市屯溪区百旺商贸行，遗失
2012年8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 和 副 本 ，注 册 号 ：
341002600033713 声明作废。
●安徽省望江县巨华船业有限公司
2014年9月15日核发税务登记证正
本遗失，税务登记证号：皖望国税证
字340827678905647，声明作废。
●安徽省望江县巨华船业有限公
司2014年7月30日核发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副本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号：678905647声明作废。
●崔晴川遗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
生证，学号PB14204012声明作废
●胡蒙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毕
业 证 遗 失 ， 编 号:
128151201506000564特此声明。
●安庆市尚品广告装饰有限责任
公司地税登记证正本遗失，税号：
皖地税宜字340811556321061号
声明作废。
●安庆宜商天禧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40800MA2MYBYG33声
明作废。
●父亲：王灿飞，母亲：杜娟，之子王
子缘，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号：
O340901741，声明作废。
●婴儿姓名刘博雅，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原证编号：O340500810，声明
作废。
●定远县福源液化气供应点，税务
登记证副本不慎遗失，证号：
341125769023594，声明作废。
●合肥市高兴区舜耕地食府遗失
通用机打发票（卷式有奖）一本（空
白发票）发票代码234011504712
发票号码 00215301--00215400
合计100份（丢失声明作废）
●临泉县韦寨镇于庙韦大伟家电商
场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341221600205936声明作废
●合肥尤诺贸易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4010355924357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

章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望江县润华
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340827000024051）已进入注销前的清
算程序，清算组成员：吴南珍、詹胜、仇凌
云。组长：吴南珍，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

章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望江县启创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340827000029638）已进入注销前的清
算程序，清算组成员：胡江涛、胡根结、胡
江霞，组长：胡江涛，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安庆冠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340800000117034）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刘珂、何红
霞两人组成，负责人为刘珂，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合肥银淮顺商贸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40103750990971，声明作废
●潜山县古皖山水农家乐服务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
号：340824000032308，于2016年
3月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合肥么么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
年8月31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王珊
珊、郭翠华组成，负责人为王珊珊，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苏园贸易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8月30日
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沈奇、宋辉组成，负
责人为沈奇，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更正公告
安徽帮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2016

年6月24日《市场星报》刊登的减资公告，
“减少册资本”更正为“减少注册资本”，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合肥日晶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于
2016年3月17日成立，清算组由张来国、
刘兵、赵丹丹组成，组长为张来国，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合肥纪实广告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8月
4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胡家宝、胡家
梅组成，负责人为胡家梅，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安徽康发劳务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6年8月
16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陈钱、项五
九、陈世执、刘凯旋、万琦、吴旺组成，负
责人为陈世执，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