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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互动

不少投资者喜欢做短线， 喜欢

以“短平快”的累积收益来实现效益

的最大化。但事实上，我们所追求的

利润往往难以实现， 犹如不知目标

楼层者坐电梯上上下下好几趟，却

不知该在哪里“下车”。本栏总结了

提高短线交易成功率的四个要点。

第一、锁定强势个股。在涨幅榜

上寻找全天走势较强的个股进行跟

踪，并从技术形态、上档压力、成交

配合、 次日可能出现的涨幅等角度

进行综合考虑， 从中挑出自己认定

的后市可能续涨者。

第二、判定大盘走势。即使进行

超短线的操作， 也必须得到较为强

势的大盘的配合，否则成功的可能

性将大打折扣。

第三、两点半后介入。在大多

数情况下，两点半左右启动的上涨

是真涨，当然，两点半左右开始的

下跌也是真跌，且会对次日早市的

走势产生影响。 还有一种情况是，

两点半时大盘如螃蟹般横行，即使

其后有所上拉或下砸，在一般情况

下幅度都不会太大，此时若选准个

股，仍会有不少的机会。

第四、次日铁定走人。意思是

不论次日大盘及自己所介入的个

股怎样变化，都应该按照事先设定

的方案进行操作。 ■长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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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一季收益率 第二季收益率 第三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仓位（%） 持股明细

1 杨林 -3.16 0 0 10.29 10.29 100 精工钢构 晋亿实业

软控股份 晶源电子

经纬纺机 中科三环

五矿发展 天通股份

2 刘文辉 2.69 0 -17.2 8.8 -8.4 99�����������广州药业 啤酒花

3 张强 -0.93 15.21 18.1 6.41 39.72 100 五矿发展 S上石化

中色股份

4 曹红海 -1.96 -8.53 19.2 4.27 14.94 99 *ST钒钛 西部资源

天茂集团

5 吴镇南 1.28 -0.74 -7.38 3.33 -4.79 100 华资实业

同期 上证指数 -0.51 -2.58 -0.43 -0.035 -3.05

指数 深圳成指 -0.38 -4.69 0.99 0.167 -3.53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1月6日)

如何提高短线交易的成功率

入市时间不长， 但是经历过

2008年这一A股史上最惨痛的下跌

年份之后，杨天行自认为受益匪浅，

“心态调整好了，现在已经形成了自

己的投资方法。我们不是庄家，不是

大户，连散户都算不上，只能叫做小

小散。 小小散就不要用专业人士的

方法，另辟蹊径我们也能赚钱。”

记者： 如何在投资中保持良好

心态。

杨天行： 良好心态与投资方法

是相辅相成的。 有了适合自己的投

资方法，就能保持良好心态。既然是

小小散，那就绝不要太过激进，不能

借钱炒股， 一定要用平时不怎么急

用的闲钱。 而对于专业人士最喜欢

说的止损，我觉得也不必去做。所以

我保持良好心态的方法就是两条，

一是用闲钱炒股，二是绝不割肉。

记者：用闲钱炒股好理解，那为

何绝不割肉？

杨天行： 从国内外股市的经验

来看，股指永远是向上的，所有的下

跌和调整都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A

股市场，就算经历了2008年的暴跌之

后，很多股票都已经回到甚至超过了

当初的高点。所以我觉得，只要小小

散们投资于股市的是闲钱，那就不要

担心大盘一两天的涨跌。我发现周围

很多朋友都是在股票涨的时候不抛，

一旦下跌，就纷纷割肉，结果把心态

搞坏，钱也没赚到。其实你看现在上

证综指不到3000点，未来必然还有大

涨，所以用闲钱买了股票放在那里有

什么好怕的。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黄文成

好：请问600069银鸽投资重组为利好吗？

邹自成：至少是一个短期的大利好。

平淡生和：600166福田汽车25.8元的成本，可

补吗？

邹自成：汽车类板块不要补，冲高应该出来。

我要主升浪：000528柳工后市怎么样？

邹自成：年底了机械板块会有所表现，请注意

这只股票的压力线怎么样过。

牛牛：请问601169北京银行现在可以介入吗？

邹自成：北京银行是好票，但因为政策的影响

即使参与也不要重仓。

零度酒：601318中国平安可以介入吗？

邹自成：短线反弹应该会有点戏，但不要贪多。

水晶：600875东方电气36元买的， 后市怎么操

作？

邹自成：36元的成本价应该不会让你亏的，短

线一般，长线看好。

中国证监会近日向两个“拖拉机账户”责任人

开出罚单，合计处罚金额近500万元。所谓“拖拉机

账户”， 是指一个资金账户下挂超过两个股东账户

的情况。在打击内幕交易、严打“老鼠仓”的呼声中，

近日来监管部门的执法力度明显加强。证监会网站

信息显示，包括首例移送司法的“基金老鼠仓”案在

内，2010年证监会共向20家法人机构、111名自然

人开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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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证监会开罚两例“拖

拉机账户”

曾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的洪乐平，

故意隐瞒曾受到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的事实暴

露后，江钻股份(000852)不仅极力为其辩解，而且

执意提名这位“污点独董”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引起

市场一片哗然。江钻股份1月5日发布了一则特别的

更正公告表明，洪乐平在担任*ST深泰独立董事期

间， 因该公司 200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等内

容，证监会对时任独立董事的洪乐平给予警告并罚

款的处分。 ■记者 邓桂明

怒： 江钻股份执意提名

“污点独董”

闲钱炒，不割肉，小散户也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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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大奖 10名 价值 4999 元的礼品

天天读报奖:一等奖：10名 价值 1000元的礼品 二等奖：20名 价值 500元的礼品 三等奖：30名价值 200元的礼品 幸运奖：40名 价值 100元的礼品

天天读报奖：

一等奖:(10名)�

110106A072027

110106A050061

110106B051632

110106A014012

110106B087156

110106B043264

110106A040321

110106A049596

110106B053299

110106A051044

二等奖:�(20 名)�

110106B033421

110106B067698

110106B011884

110106B106622

110106B042489

110106B090009

110106B019807

110106B100153

110106B081373

110106B061759

110106A008416

110106B022828

110106B006941

110106A040756

110106A086416

110106B081319

110106B044173

110106A007950

110106A068692

110106B102813

三等奖:�(30 名)�

110106B066168

110106B011720

110106A041318

110106A091646

110106A087217

110106A003559

110106A069478

110106A083631

110106A083787

110106A017170

110106A035399

110106B012312

110106B058071

110106B013277

110106A044319

110106B107056

110106B063514

110106A092116

110106B012805

110106A087915

110106B018519

110106A068101

110106B007493

110106A045089

110106A021971

110106B044951

110106B036676

110106B093584

110106B063051

110106A012409

幸运奖 : (40 名 )�

110106A056614

110106B017745

110106B029184

110106A092403

110106A035067

110106A091940

110106A084304

110106B013208

110106B027965

110106B078539

110106B045540

110106A030836

110106A017478

110106A032392

110106A059872

110106B068716

110106A018386

110106B024605

110106B036689

110106B090279

110106B059984

110106B106701

110106B059963

110106A030610

110106B099735

110106A016292

110106B093325

110106B083133

110106A034211

110106A058301

110106A057548

110106B005810

110106A019513

110106B081947

110106A034819

110106B035758

110106B039227

110106B051812

110106B104928

110106B08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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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2011第一期投资大讲堂

主题： 年报预增及高送转情况下的投

资机会

主讲：长沙营业部分析师 周颖华

时间：1月8日（周六）下午2：00-4：30

地点： 五一大道235号湘域中央1栋5

楼长城证券长沙营业部

详询：0731-88091011,8809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