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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小幅反弹

机构观点

周三指数如前期所言展开小幅反弹。历史底部一般会有

新股大面积破发， 进而上市公司主动提出停止上市的现象，

目前只是进入新股破发初级阶段， 但发行的节奏还没减缓，

所以难言底部已成；此外，还要看成交量是否配合，若无量反

弹不宜追高。 ■长城证券 周颖华

受央行两周

投放资金7000亿

消息刺激， 周三

两市平开后快速

冲高， 触摸屏、

LED、 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股打

响了题材股反弹的第一枪，其中超声电子、

深天马A等强势涨停， 极大鼓舞了市场人

气。这是前期最牛的热点板块，后随股指大

幅下跌。如图所示，超声电子作为前期的龙

头股，从20元的高位大幅下挫至10月25日

的跳空缺口处， 未等缺口回补就涨停放量

拉升，显然这是底部回升的标志，当然，暂

只能当作超跌反弹。华讯财经认为，如果反

弹能够突破10日均线，则大盘反转的概率

将增加。 ■记者 邓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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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本周二跌停价进了000920南

方汇通，请问后期如何操作？

赵小军：000920高铁概念，这种题

材不会持续很久。反弹之前先出来吧。

涨声响起来：请问600863内蒙华电

后市怎么样？10.32元的成本。

赵小军：600863走势总的还在上

升通道中， 但我对大盘看得很谨慎。建

议你有冲高以出。

蓝眼泪平淡人： 我持有的000527、

000544、002090都亏得比较多了！ 请问

该怎么操作？

赵小军：如果你有能力，可拨档子

操作。如果不行，就耐心守着。

甘飞跃：不能轻易改变操作风格

“在参赛之前，我刚做完一次清仓。按照

以往的操作习惯，我都是中长线持有多只股

票。”然而参赛之后，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甘飞跃改变了一贯的操作风格，尝试着短线

操作。不过，甘飞跃并没有如愿以偿。

“第二季参赛后我也跟着一些选手开始

做起了短线， 但是我发现自己还是不习惯。

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实时盯着盘面，而且也不

能够像他们经常呆在证券公司营业部，从而

及时得到一些消息。” 甘飞跃总结自己前一

赛季成绩不理想时说道。

“因而在第三季开赛之后， 我很快调整

好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以前的操作方法还是

比较适合我。” 尽管这个赛季甘飞跃在开始

建仓的时候损失了不少资金，但是近两天他

持有的几只股票出现了转机，周三获得不错

收益。

“中长线持有的股民一定要紧跟国家政

策走向，多关注国家时事动态。再就是通过分

析炒股软件‘F10’提供的一些信息，了解个股

的基本面状况。持中长线思路，就一定要在每

次建仓前做好充分准备， 寻找到合适标的。”

甘飞跃如此介绍自己的中长线炒股思路。

方芳： 经验助她登顶

方芳是近期备受关注的一位选手。在第

三季大盘表现不好的情况下，她仍然能够多

次冲击第一名。

在本报1月18日的报道中， 她曾提到

“我之所以能抓住抗跌的常铝股份， 主要是

看到这只股票的主力在高位进行了两次试

盘”。在“挑战20%”QQ群中，网友“乐乐”对

方芳是怎样看出主力的“两次试盘”很感兴

趣。

对此方芳表示，她主要还是通过观察买

卖力量的对比来进行判断，“买方力量强能

够拉动股票上涨，卖方强则相反。当然主力

坐庄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但是，主力还

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操作影响股价的走势。你

可以通过盯盘，观察股价的变动来确定买卖

双方的力量对比， 进而判断主力是否在试

盘。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凭借自己多年总

结的经验教训来进行判断。这就要求投资者

具备比较强的综合素质，才能判断出主力动

向。”

正是依靠自己多年的经验，方芳本赛季

买进数只有不俗表现的股票，并成功登上三

湘股王争霸赛本赛季第一名的宝座。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梁兴

风格和经验，一个都不能少

QQ群：126293551

网址：cj.voc.com.cn

热线：0731-8432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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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芳 0.75 0 -11.2 3.56 -7.64 97 达安基因 西部建设

2 赵小军 1.65 0 0 2.73 2.73 100 鑫茂科技

3 周建辉 2.3 -4.17 -3.29 0.64 -6.82 96 上海机场

4 刘水强 0.27 0.58 1.35 0.02 1.95 100 中国石油 中国建筑

中国银行

5 张强 2.62 15.21 18.1 -2.1 31.21 100 中船股份 三峡水利

晋西车轴

同期 上证指数 1.17 -2.58 -0.43 -4.11 -7.12

指数 深圳成指 1.34 -4.69 0.99 -7.78 -11.48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1月26日)

网友VS选手

触摸屏板块重整信心

“存银行要亏钱，炒股风险大，怎么才能

战胜CPI？”一说到怎样理财，长沙的王女士

就纠结起来。

“分红险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中国人

寿湖南省分公司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国内保

险业整体分红收益基本保持在3.5%-5%，

个别优秀的保险公司甚至达到7%以上，这

意味着不论牛市还是熊市，投保人都能享受

到基本相同或相对较高的回报率。 据了解，

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 中国人寿分红险业

务量持续上升，差不多占了70%左右的市场

份额。

附：有奖问答规则

1�、每期有奖知识问答题的答案可参考

前一天的《三湘都市报》B�叠财经版新闻内

容。

2�、 每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读者朋友可直接发送正确答案的编号至

15973169332�参与有奖答题。如：您的每

题答案分别是 A�、 C�、 A�、 D�， 直接编辑

ACAD�发送至“15973169332�”即可参加答

题中奖。

3�、中奖读者名单和正确答案将在下一

期有奖问答栏目进行公布。

4、 本活动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举办并负责最终解释。

奖品

活动送出的奖品是以中国人寿形象代

言人———姚明版卡通形象人物为蓝本制作

的高级吸管水壶一个。

问答题目：

1、中国人寿连续（）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强。

A、8年 B、7年 C、6年

2、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的投保

范围设计为“（）日以上、（）周岁以下”。

A、30和70���B、30和60����C、60和70

3、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能满足

广大客户对安全性高、稳定性强的保险理财

产品的需求，，这款产品的购买方式是（）。

A、全省合作代理销售中国人寿保险产品的

各家银行邮政网点 B、超市 C、社保局

4、 在疾病身故及意外身故的保险责任

基础上，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还加入

被保险人乘坐火车、轮船、航班期间因意外

伤害身故，可获（）倍基本保险金额的条款。

A、3�����B、5������C、6

5、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的一大

特点是： 因特定交通工具导致的意外身故，

将获（）高额赔付。

A、2���������B、3����������C、4

上期短信竞猜答案：BBCAAC

上期短信答题获奖读者名单： 田昌仁、

方伟、龙金良、徐丽华、龚文静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念涵

保险理财给力，助你跑赢CPI

德盛期货专栏

周三股指IF1102高开后震荡走高，但

整体上看，节前资本市场资金压力仍将持

续，信贷调控压力仍在，新股持续破发，对

市场人气有较大的打击。

锌：隔夜LME基本金属大幅下挫，基

本面较弱的伦锌再度领跌。建议投资者暂

关注18000点能否提供支撑，以日内交易

为宜。豆粕：受整个商品市场的普遍疲软、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豆粉期货周

二大幅走低影响，周三大连豆粕期货跳空

低开。此时正值油粕强弱转换时节，在国

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下， 整体购销清

淡。后市豆粕价格在补涨要求下或将出现

上涨行情，但短期内仍将维持稳定。

■德盛期货郴州营业部 严婷

市场人气偏弱

1、期货保税交割货物处理流程：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申报

时应提交期货交易所出具的保税交割结

算单和保税标准仓单清单等报关随附单

证。 报关企业接受进口货物收货人的委

托， 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报关手续的，应

当向海关提交由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各项

规定。

2、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试点品种：

目前对铜和铝两个品种通过上海期

货交易所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试点。

期货保税交割小知识

期货知识

选手操作

开户热线:��0735-2296008

������������������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5-2296010

�����������������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