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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业内誉为“私募一哥”的上海泽熙

投资总经理徐翔，这几天一直被江湖各种

传言所困扰。有网友称，传言证监会在查

泽熙操纵股市， 其重仓股集体杀跌出货。

遭遇业内人士普遍质疑的，是徐翔操纵股

价的有涉矿传闻的江淮动力。5月24日，江

淮动力公告， 拟以不超过6亿元收购中凯

矿业60%股份。 本来的利好迎来的却是连

续跳水，市场认为背后的推手是主力借利

好出货，矛头直指泽熙投资。

■记者 邓桂明

2700点失守！周四，上证综指跳空

下跌，收盘跌破市场苦苦支撑了十多个

交易日的2700点整数关口， 并创下本

轮下跌以来的新低， 距离1月份的低点

2661.45点仅仅不到2个点。在一片哀鸿

遍野中，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左焯却表

示，“不破不立，现在当空头比做多头风

险大。”

连续五个“黑色星期四”

自5月19日以来，上证综指已经陷

入每逢周四必跌的黑色魔咒，尤其是近

三周，“黑色星期四”对市场形成了极为

不利的影响。

从K线图上看，自5月30日起，连续

三周都是在出现三天上涨之后必然遭

遇阴线阻击，信达证券马佳颖认为，“黑

色星期四”的存在使得市场的反弹无法

形成连续攻势，“夭折的反弹更容易挫

伤人气， 反而会导致市场出现破位，周

四的市场表现就说明这一点。”

马佳颖表示，从政策面、基本面而

言，股指在目前位置已经较为合理，“之

所以出现跳空下跌这种过激的局面，主

要还是投资者信心的丧失。”他指出，本

周二公布经济数据的时候，股指并未因

CPI上扬而受影响， 反而出现上涨，“一

度给人以信心，可是周三的下跌再次扼

杀了投资者做多的信心，因而周四演变

成了一场破位下跌。”

不看空间看时间

“跌了还看跌这不是证券投资的正

确思路。”尽管股指走势糟糕，但左焯却

认为， 现在不必过分悲观，“创了新低，

又跳空下跌，这种快跌反而有助于快见

底。”他表示，目前阶段，市场出现上涨

的可能性比下跌的可能性要大，“与在

市场高位的操作不同，在低位做空头比

做多头的风险更大，因为你更有可能卖

在一个地板价上。”

左焯表示，现在对于股指还会跌到

什么位置难以预测，“我也不关心，现在

我不看空间只看时间。”他指出，去年7

月底至9月底，上证综指2600点上下搭

建了一个历时40多个交易日的长平台，

“目前的走势表明市场需要的是时间，

从5月24日以来，股指也走出一个小平

台，但是时间还不够，仅仅只有17个交

易日。”他认为，即便从股谚“五穷六绝

七翻身”而言，“还至少需要10个交易日

才进入翻身的7月，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

的就是等待，依靠时间来解决市场的方

向问题。”■记者李庆钢实习生黄文成

五个“黑色星期四”压垮多方信心

周四大盘又跌了，抱怨宣泄已经弥

漫了整个股市，许多人失去了清醒的头

脑和判断力。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贺雨

露表示。“如果任由这种情绪宣泄状态

发展， 将使股民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

从而使股民离股市真理越来越远。所以

急需调整心情，要知道在股市里，红灯

要停，绿灯才行。”

记者：现在大盘如此不稳，你觉得

股民最该做的是什么？

贺雨露：震荡市中股指会在某一位

置反复震荡整理， 呈现出一种跌不下

去，也涨不上来的状况。在这种不稳定

时期，投资者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是盈

利或扭亏为盈， 更重要的是要求稳，更

要求心态上的稳定。 在目前这种状态，

股民最好只要保持合理的仓位结构，减

少不必要的反复盲目操作，不要急于抄

底和追求短线利润。

记者：目前，被深套的股民怎么办？

贺雨露：目前，不能随便割肉，要坚

守。在全球通胀下，什么东西都在涨价，

唯有A股熊霸天下，跌跌不休，任何事

情都有一个度，这种局面早晚会有扭转

的一天。 所以散户投资者唯有咬牙坚

持，不看不管不问不闻静待扭转一天的

到来，现在割肉无疑自掘坟墓，恰中了

A股市场主力的圈套。只要投资者是以

合理的价钱买进确切的投资品种，那

么，就应该坚信、坚持和坚守，不要因为

短期股指的波动起伏而错失大利润。

记者：炒股看来和等红绿灯一样不

能急躁。

贺雨露：是的，在对方通过时候，你

必须等待，切勿去闯红灯，等待别人过

绿灯的同时， 要知道马上就会轮到你

的。保持良好心态，观赏别人过绿灯的

同时自己还能休息一下，自己过的时候

心情会更好！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做

股票同样道理呢？ 换个角度看问题，事

情会变得非常美好！

■实习生 梁兴 记者 李庆钢

黑色星期四大盘大跌， 个股惨不忍

睹，两市仅有200余只股票上涨，4只非ST

股涨停，分别是宁波韵升、奥特迅、艾迪

西、中原特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

原特钢。如图所示，该股自6月10日复牌以

来，连续5天上涨，3天涨停，留下了3个向

上跳空缺口，可以说是相当强势，尤其是

周四逆势涨停， 主力的魄力可见非同一

般。其实，该股上涨原因很明白，那就是6

月10日，公司大股东与河南省政府战略合

作， 把公司建设成为兵装装备制造平台。

■记者 邓桂明

浪迹天涯： 请高手帮我看看002172澳

洋科技，现在可以进吗？

潘国微： 你如果买入002172澳洋科

技，要知道自己是中线持有还是短线投机？

以我个人的判断， 目前不太适合中线和短

线的操作。

秋高气爽： 我的中联重科快解套了，

14.72元的成本价，请问可以抛了吗？还是

继续看涨？谢谢！

潘国微：抛还是继续看涨，主要取决于

你的投资策略。 是中线投资， 还要坚定持

有；是短线投资，建议做其他强势股票。

红灯停绿灯行，良好心态最重要

乐

“股神”法官涨停板上卖股票

据报道， 上海静安区法院执行一起

案件时， 冻结了被告账户内的2万多股氯

碱化工股票。 但当时恰逢股市一泻千里，

即使将其全抛了也不足以抵债。法官沈国

敏仔细研究后认为，该股票有较大上升潜

力，决定暂不抛售。果然，数日后，该股逆

势而上，迎来了涨停板。股票抛了，债也可

还了，从法院财务拿到钱款的执行申请人

喜笑颜开， 翘起大拇指对沈国敏连连称

赞：“法官炒股，牛啊！”

囧

私募一哥被指第一恶庄

中原特钢逆势飙涨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七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位（%） 持股明细

1 谢林峰 0 0 -22 0

2 潘国微 -0.2 -0.03 -0.03 7.6 齐翔腾达

3 黄双庆 -0.5 -1.2 -8.94 99 三一重工 国阳新能

中联重科

4 吴镇南 -0.9 -1.9 -9.69 100 华资实业 华信

深红利

5 吴维夫 -2.1 -2.3 -2.3 100 武钢股份 南方航空

保利地产 等

上证指数 -1.52 -7.2 -7

深证成指 -1.55 -5.9 -7.9

同期

指数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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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日复牌以

来连续5天上涨，3天

涨停

中原特钢日K线图。

市场热点

■制图/王珏

本周以来， 多方阵营一直占据上

风，并且优势在持续扩大，没想到周四

的一根大盘中阴线让这一切都化作泡

影，多空双方再次回到了势均力敌的局

面。

【多方阵营】

广州万隆：多头不死空头不止

虽然近期大盘整体的下跌走势不

改， 但最近12个交易日里沪指有9天收

得红线，且股指盘中时不时出现急速的

脉冲上涨，这能充分说明大盘下跌进入

到一个攻坚区域， 目前下跌还很艰难，

多头不死空头不止！

落袋：国家队17日现身反击

虽然17日一个低开就能破掉2661

点，且又是期指交割日，但在国内经济

面、政策面的负面影响于前期大部分预

支的情况下，16日的大幅下挫只是又一

次借题发挥。 国家队已悄然布局完成，

反转信号随时会发出。即使明日无明确

反转信号，主力也会强行拉动大盘进行

有效反击。

【空方阵营】

联讯证券：目前不是抄底的时候

年中银行存贷比的结算将加重市

场流动性的匮乏，策略上分析股指继续

下行概率较大，从目前股指技术上分析

也可以看出，目前已经步入中短期下行

走势，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继续观望，目

前还不是抄底的时候。

冰冷：崩溃式暴跌将要来临

就当前的情况看，反转的可能性已

基本为零。最强的走势，就是再一次收

复年线，形成上攻之势，但时间不会太

久，即会重新下破暴跌。正常的走势，近

期内出现一长阴，引爆崩溃式暴跌。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