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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务工作者、金融专业人才各5名，要求：法
学专业（金融专业）毕业，45岁以内，沟通能力
强，文字功底好，男女不限，待遇优可面议。
2、行政管理人员4名，35岁以内，口才好，沟
通能力强，男性，退伍军人优先，待遇面议。

8763333 汤先生
133 6792 5030

咨询
电话

招 聘
江西汇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刊登热线 13979214481 18979244478 15170993505
小分类 大市场

信华国际商务中心精装写字
楼，面积380平方米，月租
一万元。联系人：陈先生
18379229701

写字楼招租 1.九江汽车站候机楼至昌北机场开通定制客运往返
班车，7座奔驰商务车免费上门接送，车站开到您家
门口。可在“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微信公众号、手机
ＡＰＰＢＵＳ365上查询，购票，提交“门到门”接送
需求信息。咨询电话：0792-8580899
2.承接7-55座客车，旅游包车，机场接送，通勤车
等业务，联系电话：13576228878
3.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开通飞机票销售服务。如购
买昌北机场起降东航机票，可送“空巴通”免费乘坐
到机场往返大巴。咨询：4001696123

九江长运高速高客公司

专业保洁：承包单位、公司、
医院、酒店、居家等清洁、保
洁、外墙、地毯、清洁。
电话：8122247、15007922317

百诚家政

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150元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15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专业公司
搬家搬厂

起步价：150元空调家具拆装
吊车叉车出租

8220026
老字号平安搬家

长途搬家

13037277960

步步高搬家
8568887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搬家起步价：150元

刊
登
热
线

13979214481
18979244478
15170993505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QQ：132352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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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公务员公积金贷款 汽车分期贷款
信用贷款

电话：13870289729
房屋一抵、二抵 利息3厘-7厘

大额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业、新能
源、农牧业、制造加工、在建、扩建工
程等项目（缺乏资金）的企业，放款快
速，手续简单！高薪聘请全国业务代
表 13003056477（项目经理）刘
邮箱：13003056477@163.com

安徽瑞正投资

大额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业、新能源、农
牧业、制造加工、在建、扩建工程等项目
（缺乏资金）的企业，放款快速，手续简单！

安徽久昌投资

18256059839樊经理 邮箱：18256059839@163.com
高薪聘请全国业务代表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凭本市身份证户口本，
无 抵 押 手 续 简 单 ，
当 天 放 款 1~50 万 。
电话：13647021767
地址：城市花园37-303室

九
江
易
贷

七中旁，好停车，接收即可营
业。联系电话：13607929046

茶楼转让

高层景观，豪装带家私，188/362平方米。
信华国际商务中心22楼，林生15870857800

5A甲级纯写字楼招租

关注》

热点》

每日点评

沪指结束四连阳
下挫近1%
创年内最大跌幅

昨日，沪深两市股指双双小幅高
开，整个早盘维持住了窄幅震荡的走
势，尾盘两市开始集体剧烈杀跌，以致
今日收放量大阴线，回补昨天的跳空高
开缺口。3 月 16 日领涨的银行、次新
股、券商板块，昨天变成了两市的领跌
板块。截至昨日收盘，沪指报 3237.31，
跌 0.96%，创业板报 1949.66，跌 0.87%。
盘面上，新疆、水利、在线旅游等板块涨
幅居前；次新股、银行、钢铁等板块跌幅
居前。

后市展望：
美联储如期加息 25 基点，耶伦称加

息仍渐进，尚未就缩表做决定。此前市
场对美元加息已有预期，短期内结构性
仍将继续，前期调整较多的周期性板块、
一带一路等有望反弹，轻仓者也可关注
蓝筹股、行业龙头、绩优股、军工等，总仓
位仍需控制。一些蓝筹、行业龙头、绩优
白马，以及受益改革、行业景气度较高的
行业个股，受外部干扰的影响相对较小，
加之国内流动性较为稳定，估值上具有
较高的安全边际。即使股指短期回调，
也很难重回一月份的低点，对于基本面
较优的公司，宜耐心持有。

随着“春季躁动”渐入尾声，市场观
点从乐观转为谨慎，A股将面临类似2010
年~2011 年的“滞涨”压力。核心逻辑是
利率水平居高难下，市场整体估值面临
压力，逐步见顶的盈利增速难以对冲。
建议利率压力有效缓解、估值安全边际
重建之前，保持中性仓位，以等待更好的
投资时点。

丹麦检方决定

将押送崔顺实女儿返韩
当地时间3月17日下午，韩国媒体援引

丹麦检方消息报道称，丹麦检方最终决定将
押送正滞留在丹麦的崔顺实女儿郑维罗返
回韩国。此前，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韩国
检方特检组曾向丹麦有关方面提出过押送
申请，并通过韩国警方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
其发布红色通缉令。（据《环球时报》消息）

俄罗斯版“萨德”系统将出炉
要和美在反导领域一决高下
近日，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国防防

长绍伊古在国防部电话会议上表示，俄
罗斯正对 S-400 防空系统使用的 40H6
远程导弹进行国家测试，其作战半径达
400 公里，本次测试的目的在于完成
40H6导弹的远射程考核。那么，S-400
有哪些特点？该导弹与美国萨德反导
系统又有何不同？

时至今日，S-300已经停止更新，对
外不限量销售，其最终公布的最大射程
为 200 公里。S-400 是在 S-300 基础上
研制的新一代产品，又名凯旋防空导弹
系统，可采用8种不同射程的导弹，主要
用于摧毁敌方来袭的各种飞机和导
弹。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俄罗斯装备的
S-400，其最大作战距离只有 200 多公
里，射程400公里的40H6导弹正如文章
开头所说，正在接受国家测试。

S-400使用的 40H6导弹服役后，莫
斯科、圣彼得堡等重要大城市的安全半
径将比 S-300提高一倍，在极端情况下
可以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赢得更多决
策时间。

当然，更重要的是心理威慑作用。
S-300时代，敌机飞行员在己方防空导
弹部署点200公里外可以气定神闲地耀
武扬威，随意侦察，现在换成了 S-400，
敌机飞行员即使在400公里外恐怕仍会
心怀忐忑，不时通过地理坐标位置确认
自己是否在S-400的火力打击范围内。

如今，S-400 除了装备俄罗斯军队

外，也正在向他国出口。近日，土耳其
国防部长表示，土耳其与俄罗斯有关采
购 S-400的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伊
朗在 2016 年底获得 S-300 后，获得
S-400也只是时间问题。看来，美国这
次真的遇到“狼来了”。

那么，40H6导弹与最近闹得沸沸扬
扬的美国“萨德”系统又有何区别呢？

简单地说，S-400是打飞机加反导，
只不过对弹道导弹的拦截高度是70-90
公里的大气层内，因而使用的是常规定
向破片式战斗部。反观“萨德”系统，则
是专门研制的高空大气层外拦截武器，
射高达 150公里，使用的是科技感十足
的动能杀伤战斗部，通过直接高速碰撞
来摧毁敌方导弹。

从 S-200、S-300一路走来，性能不
断提高，S-400的研制也即将划上句号，
未来将进入批量生产与部署阶段。与
此同时，反导能力更强的 S-500已经于
2014年6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远程弹道
导弹拦截试验，并计划于2020年完成全
部研制工作。届时，俄罗斯版“萨德”也
将出炉。

目前，俄罗斯早已给 S-500取好了
名字——普罗米修斯，没错，就是那位
从大神宙斯那里盗取火种造福人类的
英雄。如此看来，这是和美国的反导王
牌宙斯盾系统与萨德反导系统干上了，
俄罗斯憋足了劲要和美国在防空反导
领域一决高下。（据《环球时报》消息）

香港旺角暴乱首宗暴动罪罪成

3人各被判入狱3年
去年农历新年期间旺角爆发暴乱，

事隔逾一年后，昨日 2男 1女被判暴动
罪罪成，成为旺角暴乱首宗被裁决暴动
罪罪成的案件。香港东网 3月 17日报
道称，案件当天早上在区域法院审判，
三人各被判入狱3年。

报道称，三人闻判后表现平静，女

被告及第三被告向旁听人士挥手后离
去。而次被告的代表律师透露，会就刑
期及定罪提出上诉，女被告及第三被告
的律师称会研究判词，倾向提出上诉。

3名被告依次是大学生许嘉琪（女，
23岁）、学生麦子晞（20岁）及厨师薛达
荣（33岁）。 （据《环球时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