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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互动

谢林峰：破解死局靠年报行情

“周四从尖峰集团中腾出部分资

金买进了天马股份， 不过做的不成

功。” 谢林峰对近来的操作不太满意，

“这跟现在的行情特点有很大关系，能

不亏或小赚已属不易。”

谢林峰表示， 现在行情的特点就

是大盘股涨跌波动不大， 反映在指数

上就是横盘整理， 可是小盘股却阴跌

不止。 所以现在的大盘让人是走也走

不得，留也留不得，真是让人纠结。

谢林峰认为只有一个比较好的办

法来破解死局，“选择业绩快速增长，

未分配利润、公积金比较高的股票，通

过年报行情来解开这段纠结的股指K

线，在夹缝中求生存。”谢林峰认为，这

类具备年报行情的股票， 最重要的是

净利润有30%至50%的增长， 此外就

是2009年有大笔超募资金的上市公

司， 通过一年的运作，2010年的财务

报表应该好看。

吴镇南：小心避开“地雷”

吴镇南很认同谢林峰对目前行情

的感受，“现在是割肉就踏空， 追高又

套牢，实在难操作。”吴镇南认为，“减

少短线操作是当前应遵循的操作纪

律。”

不过吴镇南对于目前这种不适合

操作的盘面持乐观态度，“这是底部特

征，热点在反复震荡中逐步切换，只有

在热点切换过来后， 市场才能摆脱现

在的横盘局面，逐步走高。”

“热点切换，现在已经有了较为明

显的迹象，就是银行、地产等板块。”吴

镇南认为， 尽管这两个板块涨跌起伏

不大， 看不出是热点， 但是从近期银

行、地产明显抗跌的状况就能发现，已

经有大资金开始建仓。 如果不是由于

大资金的介入，银行、地产现在不会有

这样强势的表现。

虽然吴镇南认为现阶段要减少短

线操作，“但是调仓绝对有必要， 尤其

要避开创业板、中小板中业绩比较差、

没有送配可能， 同时前期经历过暴炒

的品种。 这些品种都属于未来行情中

的‘地雷’，千万不可陷在其中，以防热

点切换成功后掉队的风险。”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黄文成

开心鱼儿 ： 002008大族激光和

002373联信永福现在可以进吗？

刘文辉：002008可少量介入高抛低

吸。002373基本面难支撑其股价。

晓风：002197证通电子成本价20.6

元，怎么操作?

刘文辉： 处于下降通道短线反弹，

可以适当减仓。

牛牛：000402金融街还可介入吗？

刘文辉：经过半年横盘震荡将选择

向上突破，后市会有所表现。

从乐入乐：601299中国北车未来的

走势怎么样？

刘文辉：短线回避，中线仍然看好。

梅岭小溪花流： 请问601168西部矿

业19元的成本，怎么操作？

刘文辉：前期涨幅过大，现进入横

盘休眠期。

一剪寒梅： 002383合众思壮近期怎

么操作？

刘文辉：处于下降通道，回避。

与前两季的操作有较大改变，朱俐在第三

季中始终保持在半仓以下，周四更是把仓位再

度降低，“下降趋势基本确立。”朱俐表示。

记者：对行情不再看好？

朱俐：按目前市场格局，在反复震荡之后，

场外资金始终不入场， 场内资金则不断被消

耗。不要看目前金融、地产等板块较为抗跌，其

实一旦多空平衡被打破， 在交投清淡的市场

中， 主力只需少量筹码就能把指数打下去，所

以不能对现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平衡市掉

以轻心。

记者：除了资金面的因素，还有哪些支持

你看空的理由？

朱俐：除了资金面，就是通胀预期、估值这

两方面。美国开动“印钞机”洗盘世界经济格

局， 未来输入型通胀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困局。

从估值角度来说， 目前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是

2.75%，对应的市盈率30多倍，这也是为何现在

股指跌不下去。但从长远来看，加息不可避免。

记者：那现在基本没有操作机会了？

朱俐： 如果一定要在现阶段进行操作，那

么只有一种股票好买，就是脱离主力成本10个

点之后二次启动的股票。现在明显可以感觉到

大部分股票都是以诱多出货为主，因而只要一

介入有突破形态的股票，往往就会被套。所以

只有那些二次启动的股票具备较高安全性。

记者：对于诱多出货的股票如何辨别？

朱俐：只有一个办法，通过大周期来过滤

“杂波”。在股票的日线图上，主力可以通过重

重欺骗手段，设置骗线来引诱投资者，因而不

要使用日线图来选股， 最好通过周线图选股。

通过周线图拉长你选股的视野和周期，以大周

期过滤掉日线中主力发出的种种虚假信号带

来的“杂波”，从而避免被主力在日线上做的假

动作所误导。 ■记者 李庆钢

割肉就踏空，追高又套牢，实在难操作

纠结行情中，短线不做也罢

选手操作

日Ｋ线易作假

选股宜用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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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VS选手

高手访谈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三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位（%） 持股明细

1 杨林 1.02 3.87 ��3.87 �87 南方汇通 大族激光

广州药业 三爱富

精工钢构

2 赵小军 -0.22 2.41 ��2.41 �0 霞客环保

3 刘水强 1.33 1.52 ��3.45 �100 中国石油 �中国建筑

中国银行

4 罗玉娜 -0.04 1.49 ��-4.06 �66 中原环保 �安泰科技

瑞贝卡 科力远

5 曹红海 0.84 0.41 ��11.08 �99 *ST钒钛 西部资源

天茂集团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1月13日)

沪指 0.23���������������0.1�����������������������������-2.91

深指 0.11���������������-1.23������������������������-4.93

同期

指数

在2010年，130只综合代办转

让系统(俗称“三板”)的股票只有12

只下跌，很多股票涨幅显著，有5只

涨幅超过十倍，其中中海阳和恒业

世纪2010年涨幅分别达2958%和

2780%。 ■记者 邓桂明

股市表情

7成私募

看多今年股市

针对私募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75%的私募对2011年的A股市场持

乐观态度，23%的私募持中性态度，

仅有2%的私募对2011年的市场悲

观。针对2011年市场，私募最高看

至4500点，最低却看到2400点。

小小“三板”成就

2010年最牛股票

喜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投资理财

也是这个道理， 在CPI高企的当下， 纵然

“抗通胀” 的理财产品流光溢彩， 你也需

“因地制宜”。

让资产保值增值，是这个时代最火热

的主题。中国人寿长沙市分公司银行保险

理财中心理财经理邹宁表示，投资者理财

应该适时做出调整，不要把过多的流动性

资金放于银行。而房产新政又可能影响投

资房地产的回报率，在此情形下，市民很

有必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组合理财”。

【理财案例】

张楠，今年55岁，一个会持家、懂生活

的知性女人。 她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先

生是单位里的技术骨干， 家庭收入稳定，

负担不重，多年下来积攒了20万元，准备

留作65岁以后养老用。

张楠的两个孩子刚参加工作，收入都

不错。她希望孩子们独立奋斗。而在养老

问题上， 她也不想给孩子们添加担子。如

何用20万元的积蓄进行投资，让晚年过得

更加宽裕、轻松，是张楠和先生亟需解决

的理财课题。

【理财分析】

许多投资者的情况与张楠相似，有闲

散资金留作长期特定的目标使用，希望在

无风险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收益增值。

从投资期限上看，这类投资者可以选

择长期的投资方式，因为长期投资比短期

投资收益会更高一些；从投资风险和投资

收益角度看，应该选择无风险的、收益合

理的投资产品。因此，可以选择保险理财

为主、基金与储蓄为辅的投资组合，保险

投资具有期限长收益高的特点，基金和储

蓄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如此组合就能够

兼顾高收益、低风险和流动性强。

【理财建议】

“对于收入不算很高的保守型投资者

来说， 应该选择分红型保险或者基金，进

行组合投资。” 中国人寿理财经理邹宁如

此表示。

保险方面，可以选择银行保险。以国

寿新鸿泰为例，它可作为一种中长期投资

工具，每年可根据专家投资经营状况进行

分红。同时，新鸿泰还有满期保险金、身故

保险的保障，附加重大疾病保障，收益免

征利息税， 而且还能享受保单借款功能，

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 这类市民还可以考虑投资基

金，相对来说，债券型基金收益相对稳定，

是资产配置必不可少的品种。

在邹宁的建议下，张楠夫妇最终采取

了10万元购买新鸿泰、5万元购买国债、5

万元办理基金的组合投资，这样既能享受

到长期投资所带来的高收益，也可满足短

期资金周转的需要， 又可获得一个保障。

■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朱天乐

一个知性女人的“组合理财”

邹宁 中国人寿

长沙市分公司银行保

险理财中心优秀理财

经理

QQ群：130641427

热线：0731-8432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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