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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坐在研究所里，听一曲蓝莲花，假期已经结束，夏天悄悄来到。</p>
<p>人的一生都是在钻空子，好听点叫积极进取事业心。</p>
<p>郑景泰无疑是值得敬佩的律师 :sunglasses:</p>
<p>八千里路出伊犁，三十五万弃置身。</p>
<p>小别十三两相依，劈柴喂马自媒体。</p>
<p>金庸武侠备受诟病之处就在于其脚力之好，实际上马的速度是多少呢 :question:</p>
<p>一般来讲，训练的马时速大约 20 公里/小时，最快的能达到 60 公里/小时，而行驶距离大约是 1
0 公里，行驶时间为 5-6 小时。日行千里 :question:</p>
<p>1935 年阿哈尔捷金马曾创造 84 天跑完阿什哈巴德至莫斯科 4300 公里行程的记录迄今未被打
。</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ferghana"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21/05/a-09437604.jp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郑景泰账目</p>
<ul>
<li>买两匹马花了 5 万元</li>
<li>小棕马“13”治病花了 3 万多元</li>
<li>马一天的“伙食”大约需要 100 元</li>
<li>马的钉掌为丹麦进口的塑胶马掌，连钉大概需要 2000 元一副，但使用一两个月就必须更换。</l
>
</ul>
<p>射雕里的小王爷，还拜金吗 :question:</p>
<p><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www.nra.gov.cn%2Fxwzx%2
zlzx%2Fxgqyfz%2Ftlys%2F201312%2Ft20131231_4143.shtm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gc">广深高铁</a>全长 142 公里，扫码选座全程大概一小时，80 元上下。</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动车" data-src="https://b3lo
file.com/file/2021/05/a-1cbfc79e.gif"></p>
<p>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6,886,700.00</p>
<p>2    <em>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em>    85,883,300.00w</p>
<p>3    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1,389,924.43</p>
<p>4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47,756,100.00</p>
<p>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716,100.00</p>
<p>6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37,728,900.00</p>
<p>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36,789,388.00</p>
<p>8    <em>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em>    12,773,852.00</p>
<p>9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219,339.61</p>
<p>10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10,985,062.00</p>
<p>11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767,218.12</p>
<p>12    <em>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em>    9,073,658.00</p>
<p>13    <em>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m>    8,680,337.64</p>
<p>1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81,534.10</p>
<p>15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8,378,913.00</p>
<p>1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7,183,366.85</p>
<p>17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41,992.87</p>
<p>18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251,631.46</p>
<p>1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6,047,627.21</p>
<p>20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5,596,932.26</p>
<p>21    深圳市龙光控股有限公司    5,579,383.30</p>
<p>22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5,431,209.70</p>
<p>23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204,576.41</p>
<p>24    振烨国际产业控股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5,204,195.95</p>
<p>25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97,412.95</p>
<p>26    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4,622,445.86</p>
<p>27    深圳金雅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262,228.00</p>
<p>28    <em>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em>    4,149,270.4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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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    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    3,656,789.42</p>
<p>30    <em>创维集团有限公司</em>    3,425,405.54</p>
<p>31    <em>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em>    3,407,677.01</p>
<p>32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78,662.32</p>
<p>33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3,107,271.00</p>
<p>34    心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54,912.00</p>
<p>35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897,606.42</p>
<p>36    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702,781.00</p>
<p>37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661,462.94</p>
<p>38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534,592.96</p>
<p>39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2,517,255.00</p>
<p>40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331,824.24</p>
<p>41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280,052.00</p>
<p>42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38,470.00</p>
<p>43    深圳市富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209,371.32</p>
<p>44    <em><strong>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strong></em>    2,117,835.11</p>
<p>4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81,700.00</p>
<p>46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7,700.53</p>
<p>47    中国烟草总公司深圳市公司    1,910,611.70</p>
<p>48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44,268.76</p>
<p>49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1,788,375.00</p>
<p>50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1,678,744.00</p>
<p>5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655,599.13</p>
<p>52    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司    1,597,811.80</p>
<p>5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1,539,555.25</p>
<p>54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87,033.14</p>
<p>55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470,191.88</p>
<p>56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66,528.86</p>
<p>57    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45,960.69</p>
<p>5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1,435,401.01</p>
<p>59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1,412,431.17</p>
<p>6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09,291.46</p>
<p>61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2,527.00</p>
<p>62    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367,942.00</p>
<p>63    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    1,340,598.77</p>
<p>6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1,330,220.14</p>
<p>65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22,381.88</p>
<p>66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1,239,840.52</p>
<p>67    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1,226,696.82</p>
<p>68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437.92</p>
<p>69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98,015.31</p>
<p>70    深圳市全药网药业有限公司    1,197,658.75</p>
<p>71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1,195,028.70</p>
<p>72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05,998.00</p>
<p>73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1,088,675.82</p>
<p>74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84,378.46</p>
<p>75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47,203.00</p>
<p>76    本码（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1,043,645.19</p>
<p>77    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15,636.00</p>
<p>78    深圳市三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7,158.00</p>
<p>79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4,487.50</p>
<p>80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3,235.22</p>
<p>81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899,072.00</p>
<p>82    鑫荣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6,729.3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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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3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65,520.79</p>
<p>84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852,008.54</p>
<p>85    深圳市理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836,272.00</p>
<p>86    深圳市九立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834,534.55</p>
<p>87    富士施乐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98,263.12</p>
<p>88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784,353.90</p>
<p>89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84,084.00</p>
<p>90    深圳市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    773,710.53</p>
<p>9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0,062.36</p>
<p>92    深圳麦克韦尔科技有限公司    752,938.46</p>
<p>93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48,621.21</p>
<p>94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39,037.09</p>
<p>95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4,319.00</p>
<p>96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3,798.15</p>
<p>97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21,316.58</p>
<p>98    深圳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709,382.00</p>
<p>99    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    700,212.74</p>
<p>100    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    688,440.00</p>
<p>101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80,576.16</p>
<p>102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7,683.33</p>
<p>103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4,985.20</p>
<p>104    深圳市前海一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60,710.13</p>
<p>105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51,243.09</p>
<p>106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47,325.45</p>
<p>107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1,500.18</p>
<p>108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33,212.28</p>
<p>109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1,143.67</p>
<p>110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9,595.98</p>
<p>111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618,582.51</p>
<p>112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8,126.96</p>
<p>113    深圳市神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596,407.35</p>
<p>114    深圳市合力泰光电有限公司    588,131.00</p>
<p>115    深圳川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68,749.31</p>
<p>116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0,425.88</p>
<p>117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558,087.62</p>
<p>118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543,929.00</p>
<p>119    深圳市博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32,803.68</p>
<p>120    深圳市圣德宝实业有限公司    515,951.23</p>
<p>121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13,404.19</p>
<p>122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508,530.00</p>
<p>123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92,745.55</p>
<p>124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491,872.34</p>
<p>125    深圳市霖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90,254.86</p>
<p>126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7,529.00</p>
<p>127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0,217.14</p>
<p>128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79,442.77</p>
<p>129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6,133.53</p>
<p>130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5,114.65</p>
<p>131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3,981.59</p>
<p>132    深圳综合信兴物流有限公司    463,339.22</p>
<p>133    深圳市冠泰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462,358.00</p>
<p>134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8,989.00</p>
<p>135    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449,910.52</p>
<p>136    深圳越海全球供应链有限公司    449,695.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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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7    深圳市人才集团有限公司    449,010.47</p>
<p>138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47,079.28</p>
<p>139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872.85</p>
<p>140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0,845.52</p>
<p>141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7,977.44</p>
<p>142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6,195.67</p>
<p>143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409,885.54</p>
<p>144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405,839.45</p>
<p>145    联洲技术有限公司    404,232.35</p>
<p>146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3,064.78</p>
<p>147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1,447.62</p>
<p>148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8,869.73</p>
<p>149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397,808.32</p>
<p>150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6,166.99</p>
<p>858833000000 / 7 = 
</p>
<p><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www.daxieshuzi.net%2Fjine
2F122690428571.htm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壹仟贰佰贰拾陆亿玖仟零肆拾贰万
仟伍佰柒拾壹圆整</a></p>
<table>
<thead>
<tr>
<th>公司</th>
<th>上季度收入<br>(亿美元）</th>
<th>收入同比增长</th>
<th>上季度利润<br>（亿美元）</th>
<th>利润同比增长</th>
</tr>
</thead>
<tbody>
<tr>
<td>APPLE</td>
<td>895.8</td>
<td>53.63%</td>
<td>236.3</td>
<td>110.06%</td>
</tr>
<tr>
<td>AMAZON</td>
<td>1085</td>
<td>43.82%</td>
<td>81.07</td>
<td>219.80%</td>
</tr>
<tr>
<td>GOOGLE</td>
<td>553.1</td>
<td>34.39%</td>
<td>179.3</td>
<td>162.29%</td>
</tr>
<tr>
<td>MICROSOFT</td>
<td>417.1</td>
<td>19.09%</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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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154.6</td>
<td>43.76%</td>
</tr>
<tr>
<td>Facebook</td>
<td>261.7</td>
<td>47.55%</td>
<td>94.97</td>
<td>93.74%</td>
</tr>
<tr>
<td><strong>HUAWEI</strong></td>
<td><strong>RMB:1500.57<br>US$:231.79</strong></td>
<td>** **</td>
<td><strong>RMB:168.76<br>US$:26.06</strong></td>
<td>** **</td>
</tr>
<tr>
<td>IBM</td>
<td>177.3</td>
<td>0.90%</td>
<td>9.55</td>
<td>-18.72%</td>
</tr>
<tr>
<td>CISCO</td>
<td>119.6</td>
<td>-0.37%</td>
<td>25.45</td>
<td>-11.57%</td>
</tr>
<tr>
<td>ORACLE</td>
<td>100.8</td>
<td>2.95%</td>
<td>50.21</td>
<td>95.29%</td>
</tr>
</tbody>
</table>
<p>:raising_ha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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