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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诚集团招聘
公司副总经理 2名 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

35—45岁，男女不限，年薪20—30万；
公司项目总经理 3名 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

35—45岁，男女不限，年薪20—30万；
公司部门经理 3名 大学本科学历，年龄

30—45岁，男女不限，年薪12—15万；
公司部门副经理 3名 大学本科学历，年龄

30—40岁，男女不限，年薪7—12万；
投资部（金融业） 6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

25—40岁，年薪5—7万；
财务主管 2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45岁以

下，男女不限，从事过相关行业优先，年薪5—7万；
工程部 土建工程师 6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

龄25—45岁，男女不限，年薪5—7万；
预算审计 6名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25—45

岁，男女不限，年薪5—7万，从事本专业工作5年以
上并有全国资质资格证书；

文秘 3名 本科（一本）以上学历，年龄20—
30岁，年薪5万，要求女性，身高在1.65以上，有较强
的写作，协调沟通能力，形象气质较好；

联系电话：0554——2681966

安徽鑫诚集团
二0一0年五月二十八日

弘业期货大课堂（119）

股指期货套利交易分析（八）
四、股指期货套利交易风险分

析
1、股指期货合约追加保证

金的风险
例如：在 3000 点卖出 1 手沪

深 300 指数期货合约的同时买
入了等价值的沪深 300 指数基
金，如果之后的一个月期货合约
与现货指数同样上涨了 500 点，
则股指期货合约亏损 15 万，指
数基金盈利 15 万，整体上看投
资盈亏相抵后不亏不赚，但股指
期货合约是当日无负债结算，指

数基金是平仓后结算，所以我们
无法用基金的盈利来填补期货
的亏损，如果此时期货账户保证
金不足，股指期货合约就会被强
行平仓，从而造成此次套利交易
的失败。
规避风险的方法：

（1）在期货账户中存入足够
的保证金

（2）用近月合约进行期现套
利交易，因为近月合约距交割日
较短，在短期内发生暴涨暴跌的
可能性比较小

2、跟踪指数误差风险
虽然沪深 300 指数基金可

以代替沪深 300 现货指数，毕竟
两者之间还是有误差的，但这种
误差很小，只要我们在开仓时扩
大锁定的价差，就可以规避此风
险。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0159期

中奖号码：64462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29994506元；本省投注总额:712948元(包含排列5)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13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0159期 中奖号码：644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8079

9580

0

每注奖金（元）

1000

320

160

本省中奖注数（注）

113

122

0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29994506元；本省投注总额:712948元(包含排列5)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0159期中奖号码：056

奖级
单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11449
37487

安徽中奖注数（注）
152
732

每注金额（元）
1000
160

全国销售总额：50184914元，安徽销售总额：988328元

彩票开奖台

本期有效投注总额：13376元，奖池奖金：4010元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0159期 中奖号码：01、04、16、19、21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20
293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2000
2930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1899608元；本省投注总额:163398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22选5开奖公告
第10159期

中奖号码：13、14、17、20、22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9
2318
40236

每注奖金（元）

32301
5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0
160
2498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00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结果：1514109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14898084元；本省投注总额:725594元

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334

11037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51

1419

每注金额（元）

0
1464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1334132元 安徽投注总额:14598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
16
149
2225
30964
367954

每注奖金（元）
0

24408
1800
300
20
5

本省中奖注数（注）
5000000

0
8

105
1566
18558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3
176
2247
87189
1305008
6937786

每注奖金（元）
5520849
57707
3000
200
10
5

安徽省中奖注数（注）
1
4
77

2740
42547
213706

全国投注总额：215863382元 本省投注总额：7026526元
奖池奖金：162443021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0068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

03、13、18、20、23、28蓝色球号码：13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0159期 中奖号码：01、02、05、12、15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15日报

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最新解密的文

件显示，黑手党曾策划用玛丽莲·梦露

和另外一位知名歌手勾引美国前总统

肯尼迪，以引诱他犯下错误并将之作为

日后要挟的筹码。

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据信息自由法

案解密了一批绝密档案文件，这些文件

总长2352页，记录的日期从1961年一直

到1985年。这次解密的文件引起了关

注肯尼迪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的极大

兴趣。解密文件显示，黑手党头目曾策

划在纽约的一个上层舞会上，用玛丽

莲·梦露和另外一位知名歌手法兰克·
辛纳来诱惑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

内的肯尼迪家族，以使得他们做下会令

自己日后后悔不已的事情。黑手党试

图以此抹黑肯尼迪并将之作为要挟的

工具。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解密档案文件

时发表一份声明说：“这些文件包括一

名线人的报告，称黑手党试图在纽约的

一个社交舞会上，伙同玛丽莲·梦露和

法兰克·辛纳来玷污爱德华·肯尼迪、罗

伯特·肯尼迪以及他们的妹夫彼特·劳

福德的品德。玛丽莲·梦露和法兰克·
辛纳两个人均牵涉其中。”但在检视这

名线人的报告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

分析认为这一线索并不确凿，而且也没

有收到其它的类似报告。

早在约翰·肯尼迪担任美国会参议

员时，他就已经与梦露私下结识了，但

为人所知则是在1961年肯尼迪妹夫彼

德·劳福德家举办的一次晚会上。那

时，正值第一夫人度假外出，梦露和肯

尼迪之间萌发了强烈的激情。事后私

家侦探奥塔什声称，他安装在劳福德家

中的窃听器捕捉到了这次火爆的调情

场面，两人甚至讨论了国家机密。

解密的文件还显示，1962年

7月 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胡佛接到报告，称梦露曾经透露

过她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谈话。

梦露问了肯尼迪许多重要问题，

而肯尼迪也向“枕边情人”一一作

答，这些枕边私密谈话被怀疑由

于梦露口无遮拦而外传到克里姆

林宫。

美国解密档案曝黑手党阴谋

梦露引诱肯尼迪？

安理会
闭门讨论“天安”舰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

值主席、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埃莱尔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说，安理会美国东部时间

14日下午分别与韩国和朝鲜常驻联合国

代表就“天安”号事件举行闭门磋商。

埃莱尔在安理会会议厅外对记者

说，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一致同意就这一事

件举行闭门对话会，听取事件主要当事方

的介绍。此外，安理会还将与朝鲜常驻联

合国代表单独举行闭门会议。

吉尔吉斯斯坦
前总统之子被捕

据新华社电 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

府副总理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15日

警告，南部骚乱情况有“自南向北”蔓延趋

势，但政府已经做好应对准备。据了解，

本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和贾拉

拉巴德地区发生大规模骚乱，迄今已致死

170人，伤者人数过千。

他说，这次骚乱的幕后有精心策划，

前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之子马克西

姆·巴基耶夫早在４月就开始策划骚乱并

提供资金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

局负责人杜伊舍巴耶夫日证实，前总统库

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之子马克西姆·巴基

耶夫在英国被捕。

法新社报道，中国、印度、巴基斯坦

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已派专机撤离居住在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骚乱地区的本国公民。

【墨西哥媒体6月12日报道】题：不满

情绪震撼“世界工厂” 近来中国各地工人

争取劳工权益的罢工和斗争频发。

《中国劳工通讯》公关负责人杰夫说：

“中国新一代工人越来越关心保护自己的

各项权益，特别是近年来，工人就这方面采

取的行动越来越多。”

“这种现象并非一夜之间出现的，而

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工人不仅要求

增加工资，而且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总之是

要求比他们的父辈或以往年代的工人们生

活得更好。”杰夫说。

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普遍印象是，中

国工人越来越不惧怕抗议，特别是在经济

发达的地区，如被称作“世界工厂”的广东。

杰夫认为：“一些工厂的薪金水平已

经得到了改善，但工人的生活水平却与中

国的经济发展及出口速度不相匹配。甚至

在有些地方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因

为物价的增速超过了薪水的增长速度。”

“国家法律给予了工人很多保护，保

证了工人的劳动权益。问题在于，地方政

府没有认真执行法律。”杰夫说。

此外，杰夫还指出：“地方政府更关心

的是如何继续吸引外资，而不是保护工人

权益。工会代表与企业家紧紧靠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工资也是企业主来发。”

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新生代思维方式

的转变是造成这种不满情绪的关键因素。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怡认为：

“中国的‘80后’、‘9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政

策实施以后，他们不习惯牺牲自己的权

益。老一代人出生并生活在崇尚集体主义

的时代，但年轻人看重的是个性、现实主义

和务实。”

一份面向欧洲企业家的分析手册指

出，2008年至2009年中国的劳动成本已经

上涨了10%到15%。

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

进入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工人享有

更大权利为主要特征的，趋势是使工资的

上涨超出生产力的增长水平，从而导致劳

动力成本越来越贵。

据《参考消息》

新一代工人越来越关心保护自己的各项权益

80后90后看重的是个性和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