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美货币在前期大跌之后，本周

逐渐企稳，后市倾向震荡整理，美元

指数则在76关键阻力点位窄幅盘整。

日元： 市场对日本震后经济复

苏速度的预期仍较为悲观， 但美元

指数在76附近遭遇较强阻力， 美元

兑日元涨势随之在82附近止步，建

议投资者保持观望， 等待突破后的

方向选择。

欧元：本周诸多利好消息(如中

国将购买葡萄牙援助债券) 推动欧

元升破1.4150，风险偏好情绪全线

升温。同时，由于目前市场仍广泛

预期欧洲央行在下个月的利率会

议上将传递加息的信号，欧元短线

下行空间将相对有限，近期或会在

1.392-1.434区间震荡。

英镑： 英国4月申请失业金的

人数增至15个月来最高, 经济增长

乏力,加息时机因此尚不成熟。英镑

短期可能在反弹后再度缓慢下滑，

建议观望。支撑1.604，阻力1.643。

澳元： 欧元区债务及夏季来临

前中国对工业用金属的需求疑虑一

度打压大宗商品价格， 但近期有所

企稳， 澳洲一季度资本支出超出预

期则对澳元构成支持， 短线支撑

1.042，阻力1.070。

黄金：受利比亚政治动荡影响，

目前市场开始预期年底前原油需求

将增加，油价强势反弹，刺激金价在

反弹并成功突破1520美元后， 有进

一步震荡走稳的趋势。 短线支撑位

1515，阻力1560。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不代表所

在机构。汇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资金业

务部 李浩

非美跌势渐歇 黄金企稳反弹

外币 钞买价

英镑 1021.63

港币 82.58

美元 642.66

瑞郎 719.72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7.6624

加元 641.18

澳元 663.4

欧元 888.41

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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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微创 不麻醉 不开刀 一次治好

疝 气·静 脉 曲 张

发明专利、公开收费、签订协议、免仪器费、治疗费包干

特色

治疗

静脉 炎·脉管 炎·老 烂 腿

特 邀 资 深 名 医 专 家 来 院 亲 诊

欢迎久治未愈或术后复发的患者前来咨询就医

全 省 独 家 创 新 技 术 疗 效 有 保 障

!!!!!!!!!!!!!!!!!!!!!!!!!!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 农合医保患者可住院治疗

院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1 号(火车站阿波罗往北 300 米)

乘车路线：市内多条线路竹园路口站下车即到

楚雅医院电梯上四楼

QQ：907203069

网址：www.tsyL123.com

预约电话：

0731-

85150709

新五丰涨停， 大康牧业涨停，

正虹科技涨停，一日之内湘股在沪

深两市的涨停榜上占据了三席，着

实露脸。此前黑色星期一上证综指

暴跌2.93%， 而金健米业却盘中一

度涨停，收盘大涨 7.29%。湘股为

何如此牛？

对于湘股最近的强势， 德盛期

货蔡浩晖指出：“最近的旱情发展，

使得农业股有了大涨的理由。”

农产品因旱减产价格上涨

蔡浩晖表示， 由于干旱导致农

产品减产，“农产品期货率先作出反

应，周一，郑交所早籼稻近期和远期

合约纷纷上涨， 九月合约大涨

2.69%，农业股自然也闻风而动。”

光大证券近期发布农林牧渔行

业研报，认为从估值角度看，目前农

业股不贵， 有专家分析这次旱情主

要严重的地方是在湖北和湖南，早

稻很有可能会受到旱情的影响，出

现减产，这样一来，大米的价格就会

直接引发相关个股的上涨，其实，金

健米业在前几日已在二级市场有所

表现，5月23日就封于涨停板。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新五丰今年一季度

净利润增长 535.31% ， 同时预计

2011年1-6月同比将增长100%以

上。 大康牧业也因为募投项目将于

2011年开始贡献收入， 而备受投资

者关注。

看涨的根基或许不稳固

华泰联合陈煜宇则认为， 农产

品隐含的涨价因素使农业股成了抗

通胀品种。他指出，由于多数主力认

为现在是一个底部区域，“都怕踏

空，但也很犹豫，不知道买什么，而

农业股由于安全性较高， 所以被主

力选中。”

根据历史经验，“抗旱” 题材引

发商品价上涨的最后一轮接棒者往

往是农产品。信达证券马佳颖表示，

由于存款准备金利率不断创新高并

未给市场“靴子”落地的感觉，相反

还增强了市场对年内还将加息的一

致预期。在此背景下，尽管很难判断

相关农产品价格是否延续凌厉升

势， 还是行将结束最后一轮升势，

“不过基于市场整体下跌风险依旧

很大， 所以农业股看涨的根基并不

稳固。”

陈煜宇也认为， 农业股更多是

一个脉冲行情，“要走出流畅的牛市

上升行情并不容易。”

■记者 李庆钢 石曼

从周四盘面看，大盘高开低走，呈现进一步破位态势，

板块方面总体乏善可陈，呈现普跌态势，除了农业和部分化

工股较为抗跌外，前期热门板块纷纷补跌。

各方面迹象都显示市场悲观情绪浓重， 短期股指仍有

继续下探的动力。但是从以下两点分析来看，短期底部正在

临近，阶段性反弹随时可能到来：第一，上证综指距离年初

低点2661只剩下80点的空间、相当于2.5%的跌幅，距离去年3

季度的平台区域底部（2600）只剩下140点空间、相当于5%的

跌幅，短期技术支撑效应会逐渐加强。第二，基本面的利空

冲击在近期下跌中基本消化大半， 而对于通胀和经济的负

面预期实际上在4月底以来一直存在，其中增量信息的冲击

实际上较为有限。

当然从中期来看，我们仍然重申，从调整时间上看，6月

底前高通胀+经济下行的基本面环境仍不会改变，市场仍然

摆脱不了弱势格局、缺

乏持续上行的动力，下

一次的基本面冲击将

出现在6月中上旬（5月

数据发布前夕）。 不过

从 调 整 幅 度 上 看 ，

2600-2661一线已经具

备较强的短期支撑意

义，目前的短期下跌空

间已经较为有限。 因此

操作策略上，目前不宜

继续杀跌，后市可逢低

参与个股的超跌反弹。

■长城证券

农业湘股变成牛栏

短期底部临近， 等待介入时机

声 明

长沙市阵风广告有限责任公

司原公章作废， 已启用新公

章，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岳阳明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依法

进行注销清理， 请所有债权人于

45 日内与许明智（0730-3265589）联

系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 告

我队自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依

法暂扣了一批违章、 事故摩托

车以及 2009 年之前一批违法

小型汽车及货车， 但部分当事

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来我队接受

处理并领取车辆， 造成暂扣车

辆积压， 为确保道路交通管理

工作的正常运转，特公告如下：

凡超期未接受处理的暂扣车

辆， 其当事人必须在本公告公

布之日起 3 个月内持《强制措

施凭证》来我队接受处理，逾期

我队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

二条之规定， 撤销机动车号牌

和行驶证， 并将车辆上缴财政

部门报废处理，特此公告。

宁乡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1年 5月 26日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公 告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82526788

有一批优秀靓女能征婚交友应酬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工商代办 82284857

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147786

无抵押 放款快

18684687617

贷款咨询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借款炒股 85822242

自有资金 3万，可借 10万炒股、类推

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个人疑、无抵押、

办好收费 15927602929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6544088、82241122www.gzjtn.com

女 42 丧偶温柔贤惠诚寻重感情男

携手今生我不重贫富 13728446260

想家男 48 岁丧偶重情脾气好经商

多年房车全诚寻善良持家女相伴

一生，有孩视亲生 13510550676

男 49 岁丧偶顾家脾气好自办工厂

多年房车全诚觅有缘善良女相伴

一生，可带老人小孩 13510517970

李玲遗失湖南工程学院毕业证，证号：

11342120010601181，声明作废。

李腾 43010319760215052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贾哲铭遗失盛世荷园 6-306 房预

告 登 记 证 壹 本 ， 号 码 为

409029186，声明作废。

余其轩 43011119911128073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文钢力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2321198107132393，声明作废。

退伍军人男 50 岁丧偶成熟稳健重

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顾家朴实

贤惠女相伴一生，贫富不限， 有孩

视亲生 13590317732本人亲谈

想家男 47 岁丧偶独居稳健重感

情，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体贴

女为妻，其它不限，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3590141586本人亲谈

想家女 33 岁丧偶经商经济优诚寻

健康重情男为夫 15989477712亲谈

本女求缘：女 28 岁漂亮性感虽嫁豪

门婚姻不幸渴望有孩家寻踏实理解

我男见面相处 18770337268本人。

女 28 岁 身高 165cm 贤惠善良，嫁年迈

富商夫意外不育，特寻异地健康品正男

圆我有孩梦，重酬，亲听 18770980356

女 28岁嫁富商夫意外不育寻健

康男圆我母亲梦 15970339915

诚心求助上官菲菲温柔端庄夫富

商因夫不育急寻健康男通话满意

汇定金事成重酬 15179318872

桂燕军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426198211087698，声明作废。

曾敏 43090319870317456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她 34未育经商富裕独住不谈

婚姻只交友 15574846589

遗失声明

长沙湘翼办公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9 日办理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 IC 卡，因故遗失，代码

号：69859432-1，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湘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依

法进行注销清理， 请所有债权人

于 45 日内与周湘敏（13873065815）

联系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李春文理发店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09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工商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104600097850，声明作废。

感受服务，从长城证券开始

远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和委托理

财活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地址： 五一大道235号湘域中央

一栋五楼长城证券长沙营业部

详询：0731-88091017/88091018

投资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后

行”。在投资基金之前，请务必深思

熟虑，为投基寻找到足以确定的理

由。

其实，选择投资基金，并不仅

仅只有让钱生钱这一个简单的增

值动机而已。投资基金是为了科学

规划理财， 除了获得保值增值，还

包括通过持有基金保持家庭部分

资产的流动性以应对不时之需，为

某一中长期目标（如买房、养老、子

女教育等）强制定期投资以获取长

期持续回报，以及出于分散风险的

目的合理配置家庭资产、优化投资

组合等等。

为“投基”寻找确定理由，知道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

做，这样的投资才是理性的投资，才

能经得起市场风云变幻的考验而立

于不败之地。 一心想着赚一把就快

走， 或者是看到别人挣钱而盲目跟

风进入市场，这样脆弱的“投基”理

由， 在市场的暴跌面前几乎不堪一

击， 相信很多投资者都会有切身的

体会。 ■记者 李庆钢

“慧眼识金” 精选基金活动，专

家帮您精挑细选。 相关资料及投资

建 议 可 致 电 兴 业 证 券 索 取 ：

0731-85544688�

给“投基”找个确定的理由

市场观察

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