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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一彩民中福彩双色球4485万

3月3日晚， 福彩双色球第2011024

期开奖，全国中出了8注一等奖和194注

二等奖， 一等奖的单注奖金高达705万

元。 当期最大的赢家非贵州省莫属，不

仅收获5注一等奖， 而且还将79注单注

奖金为12万元的二等奖收入麾下。

贵州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5倍

“6+16”复式票，一人独揽5注头奖，获得

总奖金达4485.5万元， 刷新了今年双色

球最高单人奖金纪录。

当期开奖结束后，其奖池高达3.005

亿元， 意味着下期将有开60余注500万

头奖的空间。 ■游慧

福彩双色球蓝球

“02”目前遇冷52期

通过查询双色球遗漏图表得知，截

至2011024期，红球“20” 已遗漏19期，其

平均遗漏期为4期左右， 历史最大遗漏

期为42期，近期可重点关注。

蓝球方面，目前最冷的号码是“02”，

长达整整53期没有出现， 欲出概率为

4.06%，历史最大遗漏为81期。排在蓝球

冷号第二位的是“11”，目前遗漏了33期，

欲出概率达到2.46%。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年报期间，最适合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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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岳：再战“ST”欲抢“大黑马”

选手陈岳近日全仓换持*ST张股，

再次走上了ST战场。“目前是上市公司

年报公布高峰期，ST股票在这段时间肯

定会有一段行情，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

大黑马。”陈岳表示。

*ST张股是陈岳难以割舍的一只股

票。虽然他换股频繁，但在他的持股明

细中能经常见到*ST张股的身影。 陈岳

认为，“ST股票的走势具有较强的持续

性，一旦选择方向，则会出现连续上涨

或者连续下跌的现象。*ST张股在近段

大盘调整的时期内，出现主力护盘的痕

迹，看来主力并没有撤退，未来行情值

得期待。”

“每年年报公布期间， 总会有一些

ST股‘摘帽’，从中选择一些股价还没有

大幅上涨的股票及时介入，待正式宣布

摘帽以后再出局，或许是一种不错的操

作方式。”陈岳表示,“从*ST张股公司发

布的公告来看， 今年*ST张股重组成功

的概率极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获

得证监会批准。*ST张股摘掉ST帽子几

乎已成定局，有大黑马的基础。”

对于*ST张股近日技术面出现“死

叉”的现象，陈岳认为，“这正是跟进建仓

的好机会，技术指标往往容易受主力控

制，散户不要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

龙辉：空仓应对收益“低潮期”

本赛季中期才参赛的龙辉，近来的

操作并不是很顺利。

“2月24日，我发现铜峰电子前两个

交易日都冲破年线，似乎有一波突破行

情出现，并且当时大盘也处于上行的趋

势，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进铜峰电子。

可是第二个交易日该股就跌破年线。”

龙辉的操作原则之一就是“可能突破即

介入，假突破马上止损”。因此在铜峰电

子收阴后， 他迅速割肉抛出了该股。此

后， 龙辉又两次尝试买进了两只股票，

但都以类似情况告终。

尽管三次“试水”都不成功，但龙辉

显然对于一时的得失并不在意，也不急

于马上挽回损失。 面对近期的操作不

利，他决定空仓调整一段时间，“调整心

态，备战下一阶段的操作。”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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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600096云天化和000758中

色股份还能不能继续持有？

邹自成：600096等待下波机会，

000758在现货到了高点的时候应该

找机会出来。

咱薇笑： 请问600664哈药股份可

以继续持有吗？

邹自成： 亏得不多就先出来找别

的热门板块，套深了的话就要等，可能

还得下行。

冬日暖阳：600551时代出版16.2元

成本价，现是割肉还是持有？

邹自成：持有，但你的成本价有点

高，喜欢做短线的朋友就应该换股。

天云： 请问601000唐山港现在买

进合适吗？

邹自成：超短线可以轻仓介入。

芋见番薯： 请问000625长安汽车

可以买入吗？

邹自成：均线到位，可以介入。

楚夫： 请问600037歌华有线后市

如何？

邹自成：近期不会很乐观。

风：000157中联重科怎么操作？

邹自成：短线机会不大。

一生有你： 请问000420吉林化纤

怎样？

邹自成：近期强势，应该还有短线

的机会。

网友VS选手

本报讯 本周在太平洋寿险“万

里无忧”电子商务联合市场活动颁奖现

场，网络消费者徐先生领到一张可以到

世界任何地方的往返机票，数百位客户

通过此次活动获得太平洋寿险提供的

保额为200万元的航空意外伤害保险。

据悉，“万里无忧”电子商务联合市

场活动是太平洋寿险联合携程网共同

推出的一项电子商务推广活动，也是为

了配合太平洋寿险全新的航空保障系

列产品上市。与传统的航空保障类产品

不同，新航空保障系列产品主要针对商

务人群。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严柏洪

太平洋保险

试水互动网销

3月3日，苹果公司宣布第一代iPad

降价的决定， 将16G、32G、64G的第一

代iPad分别从之前的3988元、4788元、

5588元降至2888元、3688元、4488元。

随后， 苹果又宣布降价前两周以内，通

过苹果中国在线商店以及美国直营的

苹果Apple�Store零售店订购第一代i-

Pad的用户可以得到全额补差退款。

在目前还没有得到苹果中国是否

会对在公告以外的渠道购买第一代i-

Pad产品的消费者给予全额补差的承诺

情况下，苏宁电器率先作出承诺：本着

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 以及公平公

正、一视同仁的原则，作为行业领先的

标杆企业，苏宁电器将“自掏腰包”对两

周内在苏宁购买第一代iPad产品的中

国消费者予以先行全额补差退款。

根据苏宁对外公布的信息， 在2月17

日到3月2日期间，在苏宁门店购买第一代

iPad产品的个人消费者，从3月5日零点起

即可凭销售票据到当时购物门店办理相

关补差手续，在苏宁易购购买的个人消费

者也可拨打苏宁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4008-365-365咨询办理补差手续。

本报讯 据Wind数据，招商证券旗

下运作满半年的5只产品有4只居同类

产品前三名。该公司新产品“智远避险”

集合计划运用“双保险”， 一方面通过

CPPI保险策略配置资产，力求规避风险

的同时获取超额收益，同时，招商证券

还将投入自有资金，对推广期参与并持

有到期而亏损的委托人承担有限补偿

责任。

“智远避险” 拟任投资经理胡志平

表示， 今年市场运行可能比去年更复

杂。目前正进入经济转型期，未来一段

时期，通胀压力及政策调控仍将对A股

市场产生影响，系统性大幅普涨行情短

期恐难上演。 ■记者 杨斯涵

当前投资宜先“避险”

苹果iPad“降价”苏宁承诺先行补差

经济信息

本报讯 记者在湖南省国税局税

企座谈会上了解到，2011年1-2月我省

入库的国税（不含海关代征收入）达

246.38亿元，增收76.64亿元，同比增长

45.15%。

据悉，2009年———2010年，我省落

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减免税收150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湖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结构调整。

目前， 湖南省国税局开通了12366

服务热线、网上办税厅、“一站式”服务、

纳税人学校等服务，并整合了办税服务

厅的窗口功能，优化了办税流程，简并

了涉税事项47项。

■记者 陈静 通讯员 余锦钟

前两月

我省入库国税246亿元

本报讯 银行基于人民币跨境结算

开发有哪些新产品？客户对人民币跨境

贸易结算业务有什么需求？3月2日，招

商银行在长沙举办的“远航新动力———

跨境人民币银企交流会”上，招行长沙

分行副行长欧阳俭介绍,由于企业可通

过人民币结算业务规避汇率风险，从而

降低结算成本，避免由于汇率波动为企

业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使用人民币

结算，不需办理外汇核销，减少企业在

进出口贸易中的操作环节， 简便手续，

提高企业的效率。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胡冉华 李平

招行给力

湘企跨境贸易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3月4日)

排序 姓名 当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总收益率（%） 仓位（%） 持股明细

收益率（%） 收益率（%） 收益率（%） 收益率（%） 收益率（%）

1 李亚平 2.77 -3.45 0 -3.26 31.8 25.09 99 江特电机

2 张强 5.64 15.21 18.1 8.96 16.01 58.28 100 东华实业 广电信息

山东海化

3 杨天行 1.08 0 0 -2.48 8.38 5.9 82 友利控股 绵世股份

海通证券 紫金矿业

汉缆股份

4 罗玉娜 0.37 0 -5.55 -5 8.29 -2.26 79 冠农股份

5 吴镇南 1.3 -0.74 -7.38 0.67 4.54 -2.91 100 华资实业 华信3

深红利

同期 上证指数 1.35 -2.58 -0.43 -4.11 4.02 -3.1

指数 深证成指 1.54 -4.69 0.99 -7.78 4.67 -6.81

选手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