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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消除

皮肤白斑

白癜风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

病花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

趣。 白癜风属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血失和，血液里缺少

两种微量元素。如果治疗不及时，有蚕食全身之势。当今，

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和方法有多种多样， 但能彻底治好者

却少之又少。

我院（单位）采用生物转基因医学领先疗法：把体内的

硫氢基（-SH）清除出去，断绝白斑再生病源 ;快速补充、激

活酪氢酸酶的活性， 促使体内黑色素细胞生成与增殖，保

持体内色素平衡， 为众多白斑病患者恢复了正常肤色，追

踪回访均达到理想的效果。 从此解决了皮肤移植、激光治

疗、局部注射等疗法治标不治本，反复发作的缺陷，攻克了

白斑病难治、易发的医学性难题。

我院使用独家发明的国家专利外擦药（198 元 / 盒），

专利号：201010000083.6，不论病史长短，周身面积大小，何

种原因形成的白斑病，在多家医院治疗，使用任何方法无

效者或治好部分又重新复发者， 来我院治疗者， 保证 3-7

天有效，最慢 20 天有效，签约治疗，有效后标本施治，就可

使皮肤恢复正常，欢迎久治不愈或连续扩散的患者前来我

院治疗。

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康达医院二楼，火车站乘

107路，市内乘 805、912、130、138路左家塘北下即到。

0731-84461322�专家咨询电话：

节假日不休

三 步 新 型 特 色 疗 法

解决牛皮癣复发三大难题

全国大小城市农村均可免费送药到家

武汉皮肤病治疗中心， 本院专家组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牛皮癣疾病特效药

物的研发， 凭着深厚的医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发挥中医中药的优

势，并结合高科技手段，成功研制出新一代治疗牛皮癣的纯天然植物药及海洋

生物药合制而成的【海蛇顽癣克】分为中成药“丸剂”中草药“汤剂”（需自己煎

服）。 新型药不断的升级换代，它的诞生创造了人类治疗牛皮癣的先河，结束了

一般患者用药有效，停药复发的过程。

【海蛇顽癣克】三步新型疗法的特殊功能：

▲ 第一步：强力排毒———解决排出体内毒素的难题

▲ 第二步：调理脏腑———解决血热、血燥、气血不和的难题

▲ 第三步：提高免疫———解决免疫功能紊乱，杜绝复发。

我院为让全国患者切身体验新药的独特疗效，举办免费赠药活动，患者可

发手机短信或直接电话联系说明病情地址、姓名年龄。 我院收到后，即可根据病

情免费赠送（价值 480元）的治疗药物和提高免疫力的特效抗复发药物。

联系人：卢教授 孙主任 联系电话：027-88778172

� � � �手机短信：13871395977（特别声明： 发手机短信 5-7 天能收到药， 来信

10-15 天能收到药，不会发短信者请打电话联系，方便快捷）。

地址：武汉市新民街 88-10号 魏建军 邮编：430000� �本广告长期有效

全新技术

注射一针

甲亢

会诊

通知

乘：66、115、132、136、143、150、501、801、807、901（国防科大）站下即到

院址：长沙市三一大道 203号

（国防科技大学对面）

长沙友爱医院应广大甲亢病患者要求，特邀

北京、上海甲状腺疾病专家侯定有主任、李副主

任来我院举行大型会诊活动。

一次铲除甲亢，甲状腺疾病，采用新技术基

因免疫疗法，专治：甲亢、甲状腺肿大、甲状

腺炎、甲减等疾病，临床表现为心慌、乏力、消

瘦、手抖、怕热、性格暴躁等症状，常伴有颈

粗、突眼等体征，重症者还会出现休克，甚至导

致死亡。 该疗法一次治疗，无需终生服药。

温馨提示 :凡是对甲亢治疗失去信心，多次手术复

发者都可以来本院见证新技术神奇疗效，望患者相互

转告莫失良机。 注：就诊者请携带近期的 T3、T4 化验

单，不手术、不住院，随治随走，节假日不休息。

5月1日-29日

0731

预约专线

84373666

会诊

时间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41997

网址：cj.voc.com.cn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4月20日)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六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位(%) 持股明细

1 袁林 0 �����������5.41 ������17.25

2 曹红海 5.25 �����������3.88 ������24.26 �����98 海亮股份

3 朱俐 4.66 �����������3.68 ������-9.8 �����93 本钢板材美达股份

信雅达

4 陈悦 3.17 �����������3.17 ������-11.6 �����100 四环生物

5 滕建玲 6.16 �����������3.02 ������-8.01 �����96 孚日股份山河智能

中南传媒

同期 上证指数 0.27 �����������-1.4 ������5

指数 深证成指 -0.35 �����������-1.6 ������2.68

迪康药业又涨停了。因连续3个交

易日涨幅超过20%，周三，迪康药业被

交易所按规定临时停牌1小时，然而在

复牌之后，迪康药业再度封涨停。周四

该股又几乎涨停。今年以来，迪康药业

的累计涨幅已接近220%， 成为了A股

市场中当之无愧的“第一牛股”，位于

沪深两市首位。

濛濛细雨：600268国电南自可以进

吗？

周建辉：可以，今日放量突破了30均

线的压制。

William：601899紫金矿业后市怎么

样？

周建辉：中期趋势偏多。

失败的小散户：000683远兴能源现在

怎样操作？

周建辉：需要时刻关注目前化工行业

龙头股三爱富，安纳达的走势来确定。

任翔：600068什么时候可以出货？

周建辉：今天放量反弹，中线开始转

强，先持有。

牛车水：请问002309中利科技怎么操

作？

周建辉：底部震荡，先持有，转强后再

加仓。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周三，股指重回3000点。不过此番

重上3000点， 市场潮流却已物是人非。

周二领涨的水利板块、医药板块以及创

业板，都曾在市场上消失已久，而之前

“气势汹汹” 的化工板块却包办了跌幅

榜上大部分名额。这种强弱易势是否意

味着板块轮回的“轮盘”再一次转动起

来？

谨慎心态重启医药板块

周二，已经调整数月的医药板块再

度活跃。 板块内超过七成个股上涨，涨

幅超过5%的个股多达13只。

“医药板块一向被视作防御板块，

因而这个板块周二的表现说明，市场心

态还是趋于谨慎观望。” 三湘股王争霸

赛选手左焯表示，由于医药行业是一个

非周期性行业，“看病吃药属于刚性需

求，不会因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太大变

化，因而医药板块具有较强抵御市场下

跌的能力， 所以每当市场不稳的时候，

医药板块总是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左

焯认为，由于目前股指刚从3000点上跌

落下来，市场立足未稳，“大盘能否重拾

升势还难确认，既是防御板块，调整时

间又已基本到位，因而医药板块周二就

受到资金的高度青睐。”

板块轮动未有时

除了医药板块之外，年初有过惊人

表现的水利板块在长时间整理之后，周

二集体上涨，同样沉寂已久的创业板也

在周二有所抬头。

对此另一位参赛选手朱俐认为，这不

过是这两个调整已久的板块的技术性反

弹，“从趋势上说， 目前行情仍然没有结

束， 市场主流资金仍然在蓝筹股方面布

局。”她表示，从行情发展阶段来看，股指

仍然有上冲3100点的动力，“要冲关，只有

依靠蓝筹股，其他板块不会是主攻方向。”

华泰联合陈煜宇也表示，水利、医药、

创业板也仅仅是调整到位而出现的上涨，

“周二钢铁板块仍然维持强势， 作为强周

期板块， 钢铁行业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这个板块的强势表现以及之前银行、地产

等板块的走好都说明，市场风格将维持之

前的‘二八’转换潮流，一线蓝筹还将是未

来行情的热点。”

热点转变快，A股大玩“轮盘”游戏

勇敢的心： 真是让人感到好郁闷啊！

我又一次与涨停股擦肩而过。前两天进的

000969安泰科技， 朋友劝我换潍柴动力。

上周五20元买进的安泰科技， 周一19.5元

出来换成了淮柴动力，我出来后安泰科技

涨了15%，周三还涨停了。哎！同样的错误

我犯了2次，决不能再犯第三次。

听朋友的话

少赚15%

网友晒操作

选手支招

股市表情

羡 迪康药业变身“第一牛股”

2010年年报披露渐入高潮， 有些

上市公司在证券、 金融投资板块的内

容也相当丰富。记者查阅年报发现，雅

戈尔、复星医药等公司，去年在投资市

场上大显身手， 获得的投资收益超10

亿；与之相反，金陵药业等公司却“炒

股丧志”，投资收益不理想，其中，*ST

吉药和*ST广夏的投资收益为负，分别

造成了9436万元和136万元的亏损。

■记者 邓桂明

乐 上市公司“炒股丧志”

周三全天，股指围绕3000点展开争

夺。从盘面看，近期风光无限的化工、钢

铁板块威风不再；而前期调整多有时日

的水利、医药、消费板块则有所走强，这

也反映出当前市场资金的情绪倾向，偏

重防御。展望后市，未来市场热点能否

接力是关键，否则在年报和季报公布的

尾声阶段，市场本身的催化剂的作用在

减弱，将不利于行情的展开。目前的操

作策略，笔者建议投资者获利了结前期

获利较多的品种，而对于一些前期涨幅

较大的品种则不宜再介入。

■长城证券 谭轲

机构观点

小幅震荡，医药走强

爱在深秋： 昨天我的提问是“请问

600108亚盛集团后市如何”， 选手夏宇分

析说：仍有上涨空间，不过短期亦将回调

确认30日线支撑。 他们的分析都还不错

嘛。600108今天果然出现回调。 所以我上

午7.36元出货，然后等回调到30线附近时，

我以7.20元的价位又买回来了。 昨天夏宇

提醒我“下跌买上涨出货”的操作思路，顺

利避开了该股下跌中的损失。

回音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