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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1-65544354 15345693736

牛市股票配
资

网址：www.ahgppz.com 地址：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国金大厦1305室

★专业为股民朋友提供融资炒股服务，时间灵活、费用低；
★您的自有炒股资金可以放大5倍杠杆，5万可以配25万；

出
众
投
资

一线教师一对一上门免费试听13033087885慕●

分类广告咨询电话：0551-62649617 62625568地址：润安大厦B座32层（杏花公园北100米）

正规银行贷款
无抵押贷款，利息合肥最低
1.3分当天放款13739256637

蜀山区光明老年护理院（医护型）65887717●

大志投资

财富热线：0551—62615286 13739266618龚总

◆急用钱、好项目借款融资大志是首选。市场最早、
最规范、利率最低、资金最雄厚，社会诚信度最高。
◆本公司长期办理企业及个人、房产、土地，车辆等实物抵押贷款。
◆快速现金收购商业房产、土地及车辆等。
◆欢迎各界人士，闲钱来投资，月收益 2%左右，有抵
押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保障资金安全，收益稳定。

诚邀全国合作伙伴加盟，高薪诚聘金融专业人士加入本公司，共创财富!◆

总部地址：合肥市府广场天徽大厦C座22层

信 贷 投 资信 贷 投 资

代办大额信用卡、贷款18757120961

旺 铺 租 让旺 铺 租 让

高
收

酒店、宾馆、茶楼、空调、上下
床、办公家俱、室内拆除等
13856989617

13956935281
低息贷款、过桥

●陈金叶遗失安徽中医药大学（原安徽
中医学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
书》编号66340101031128905声明作
废。
●赵成琪（女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E340002511,出生日期：2004年10月9
日,办证日期：2004年10月14日（父亲：
赵克斌；母亲：刘晓红）遗失，特此声明。
●合肥吉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机构信
用代码证壹张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遗 失 声 明

168快借凭身份证、户口簿可当天
贷款5千-100万月息2%
地址：芜湖路御景湾2栋2301室

18788839360 0551-62625481 鼎尖投资
《选择鼎尖，贷款竟如此简单》

客服：0551-65855393 13966740606

快速办理个人企业、房产车辆抵押贷款服务
无任何手续费，随借随还，欢迎各界人士前来洽谈合作

高薪诚聘：办证部经理，二手房从业者优先

放款快 额度高 利息最低

地址：合肥北一环财富广场首座23F

鼎尖，有实物抵押的理财咨询平台，闲钱投资月收益2%

卡神热线
信用卡超级提额100%成功

65734448

创惠理财
创造财富 互惠共赢

----专业致力于个人和企业闲置资金财富增值的服务商
今天您理财了吗？通货膨胀您的财富还是存款低收益吗？一对一顾问式个性化理财方案：
*固定资产全抵押：保障资金的安全性、收益稳定性；（月收益2%左右）
*项目投资合作：甄选优质项目投资合作收益，为您财富投资创造价值

专业投资、理财、法务风控专家管理团队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网址：www.ah888.cn
合作电话：13955183289 0551-63452188 地址：芜湖路万达广场7号楼1506

0.4兑现垫还13085516665
瑶海公园、白马

笑天专业贷款
电话：0551-62846001 13515656096夏总
地址：阜南路168号罗兰德小区3#103室

特办个人企业房产抵押贷款、信
用贷款、肥西三河房产抵押贷款

宾馆出售
新亚汽车站旁宾馆面积1200㎡，元一商圈位置
好，适合多种经营13605512539

吉 祥 号 码吉 祥 号 码
回收销售手机固话车牌靓号

(限短信)QQ：
欢迎提供各项号源共同合作18056988888 18056988888出租

火车站对面五洲商城3楼750-1000㎡，已装
修，适合游戏机房、网吧、办公仓库、员工集
体宿舍等13295608888另有宾馆急转

门面
出租

沿街门面信地美凯龙对面1000米一楼门面
出租，楼上楼下120平米适合饭店、花店、理
发、汽配等多种经营13295608888

专供炒股资金
18119685161

老 年 公 寓老 年 公 寓

大额信用卡提额
POS机、信用贷、抵押贷
18326667246

租售集装箱住人移动房
合肥百年辉移动房18005694089

门面招租
经开区芙蓉农贸市场门面136㎡门面招租，
上下两层，无转让费15357915832

百花大厦办公195㎡出租，13965120339王女士●

写 字 楼 租 让写 字 楼 租 让

电话：4006622865 0551-64661560 15855189001
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699号友好医院南侧省武星公司

名牌户外全棉休闲装新款上市，新保安服、职业工装，学生军训
服、校服、野战帐篷等可订做;老式军用衬衣9元起价，迷彩服25元
起价，校官牛皮腰带9.8元/条，牛皮男单鞋39.5元/双起，外军各兵
种战术迷彩服,上万老式军品大幅降价！

武星名牌上千新款厂价展销

家家 教教

有车即可贷车
贷15395080765

(全款、按揭、外地车)
十分钟下款

62888481
地址：长江路银泰中心西单元12楼1210室

凭本市户口5千-50万手续
简
便

当
即
得
款

急用钱
承兑汇票现

金
电话：

商铺
招租

三里街全椒路与华阳路交口，
420㎡商铺对外招租，适合超市、
专卖店等13365519037

阜阳北路庐阳工业园2500㎡、2100㎡、1400㎡厂房出租，厂内
设施齐全、环境优

仓厂招租
13003064468

二 手 市 场二 手 市 场

银
行

无抵押贷款、车贷不押车
利息全市最低，当天放款
13865945659

2400点位俨然成为当前关乎市场

预期的重要点位。作为整数点位的心

理效应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这两年

来多次反弹均在此裹足不前，市场对此

存在忧虑。而近几个月的上涨也囤积

了大量的获利盘，压力较大。不过，投

资者也可以从午后多方的反攻中看出，

虽然上方抛压较重，但多头也不是没有

还手之力。同时，近期政策托底的预期

不断增大，一方面是四中全会将在本月

召开，在此之前改革的突破与维稳的预

期都将存在；而另一方面，困于当前较

疲软的经济形势，中央也正在出台一系

列措施保增长，流动性也在继续释放，

部分基建周期性权重股有望对指数起

到支撑作用。因此，短期内大盘依然是

处于上有抛压、下有支撑的阶段，由此

带来的震荡或难以避免。

具体来看，有三大题材符合主力吸

筹方向，或成洗牌后新领涨龙头。首先

是新能源汽车推广提速。全球政府都

在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经过多年推

广，新能源汽车已进入量产商业化阶

段，随着配套不断完善，未来新能源汽

车的利润将会逐步释放。其次，卫计委

部署防控传染病，上市公司积极应对登

革热。社会对疫苗及抗生素等药品需

求大幅上升，这对受益股的催化效应十

足。最后，国务院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

监管，建立覆盖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

全过程的最严格监管制度，而食品检

测、食品追溯系统完善的相关概念个股

有望得到资金青睐。

综合来看，大盘短期震荡调整空间

有限，反而是投资者逢低布局新一轮热

点的绝佳机会。毕竟强势洗盘后，新领

涨龙头上涨动力将更强。

蔡云舟

行情展望

国庆长假之后，上周大盘继续向上方2400
点迈进。然而，面对2444高点的心理压力，尤
其是创业板也临近冲历史新高的压力，市场兑
现的压力陡增，获利盘了结的愿望更强。大盘
在2400点整数关前，不能指望指数快速拉升，
而是应在2350～2380点区间充分换手，清洗
获利盘和解套盘，并且热点和个股轮涨，才能逐
步消除市场对2400点的恐惧。因此，本周市
场震荡或将加剧，但不改中期上涨趋势。

短期大盘依处上有抛压、下有支撑阶段

三条主线布局 多维度把握“秋收”季
新股IPO

市场观察

16家公司
预披露招股说明书

据上交所消息，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

院股份有限公司2,600万股A股股票将于

2014年10月13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证

券简称为“设计股份”，证券代码为

603018，该公司A股股本为10,400万股。

设计股份是由国企改制而来,专业

从事交通工程设计咨询。主营业务包

括：勘察设计、规划研究、试验检测、工

程管理等工程咨询服务。核心业务是

交通领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公

司具备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可以承担住

建部划定的全部21个行业和8个专项

范围内的工程设计业务,技术和人员优

势明显。 杨晓春

机构研究
国泰君安：34.4～43元
银河证券：43.46元
海通证券：35.31～44.14元
安信证券：34.2～43.2元

上市分析

设计股份13日上市定位

公司名称

雷迪波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兰宝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成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普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复大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

中小板

创业板

上交所

上交所

上交所

上交所

上交所

创业板

创业板

上交所

创业板

上交所

上交所

上交所

中小板

中小板

中国证监会网站11日晚间预披

露雷迪波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

招股说明书。其中，9家拟在上交所上

市；3家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4家拟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中财

根据深沪交易所年报预约披露时间

表安排，本周将有63家公司公布2014年

三季报。接下来，A股市场2000多家上

市公司三季报将在10月余下的20多天中

密集披露。

与年报、中报发布时间不同的是，三

季报的披露期较短，披露时间集中在一个

月内。按照常规，九成公司都将选择在最

后几个披露日扎堆公布，另外，今年和往

常一样，权重股大多在本月末披露三季

报。其中，中国石油三季报预约披露时间

为10月30日，中国石化、工商银行、中国

铁建、中国建筑、中国银行等权重股的三

季报预约披露时间为10月31日。

尽管近年个股股价涨跌与业绩好坏

的正向关系弱化，不过，对于那些前期涨

幅可观的绩差股来说，业绩风险仍然不得

不防。

据统计，不包括新股在内，三季度涨

幅最大的A股是百圆裤业。借收购跨境

电商，该公司自7月中旬复牌后股价连续

大幅拉升，三季度累计上涨157%，不过其

业绩多年下滑的态势未有根本改观，公司

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变动幅度-55%

至-25%。

*ST成城也是一例。虽然公司短期重

组无望，不过由于该股盘中价低，复牌后颇

受市场追捧，三季度涨约130%。涨得快跌

得也快，10月10日*ST成城公告涉嫌信披

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当天股价开盘不

久即封死跌停板，至此该股在10月头三天

已下跌13%。公司已预告前三季度亏损

2500万元左右，较上半年1703万元的亏

损额继续扩大，如果没有其他利好支撑，

届时股价雪上加霜的可能性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ST股呈普涨格

局，不过前三季度依然亏损的ST股并不

少见。除了*ST成城、*ST三鑫、*ST仪

化、*ST东数、*ST新民等已预告前三季度

净利继续为负，四季度这些ST股保壳压

力无疑大增。 杨晓春

三季报披露高峰到来
绩差牛股风险仍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