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手访谈

周三市场大部分时间处在下跌之

中，仅在尾盘股指才小幅上翘。同时当天

成交量较周二萎缩近一成。 不过在反弹

不利的局面下，看多的人却有所增加，改

变了前一交易日中空方占据优势的情

况，形成多方保持微弱优势的局面。

【多方阵营】

广发证券：犹豫中的反弹仍可延续

股指经过周三早盘的调整，随后在

水泥等建材板块再度上行带动下由跌

转升， 上证指数6个交易日以来首次站

上5日均线， 深成指则因地产股表现出

色，已处于10日均线上方，连续的杀跌

形成的惜售以及少量抄底盘的试探性

介入使得反弹得以延续，由于成交量尚

未出现明显放大，抄底盘的犹豫使得反

弹仍有继续延伸的可能。

股民“空空道人”：个股机会不断

周三大盘基本上是走出整理的走

势，并在尾盘收成阳十字星，周三大盘

没有延续周二的走势， 主要在于煤炭、

地产股的调整。周三的这种整理，基本

是缓跌的那种走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个股机会倒是会不断出现。

【空方阵营】

山东神光：人气不足市场萎靡

周三市场未能延续周二的反弹热

情，成交量萎缩，周二的热点保障房概

念在周三也缺乏上涨的持续力。表现相

对强的是海水淡化概念股，其中南方汇

通涨停，其他个股都出现了高开低走的

走势。由于资金匮乏、市场信心和人气不

足，这些都将制约短线反弹。

股民“彭泓源”： 二次探底开始

周三尾市走软意味着短线回调，跌势

依然未尽，创新低的风险依然存在，空仓

观望是正确的选择。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缩量阳十字星下多头小胜

“海水淡化”涨起来

周三大盘没能延续周二的强势反

弹，全天震荡较激烈，最后虽然以红盘报

收，但是大部分个股仍然下跌，并且下跌

幅度较大，目前市场还是弱势尽显，转强

需要一个契机， 目前最大的影响因素还

是通胀，结合目前市场信息，通胀六月见

顶的概率很大， 周二央视播放的夏粮丰

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 从技术角度

来看， 目前大盘的调整空间和时间也差

不多了，结合笔者以前的判断，大盘六月

末七月初见底的概率很大。

短线来说， 大盘估计还有一定程度

的调整， 后市一段时间大盘可能还有反

弹，但是操作机会不大，投资者需要耐心

等待。 ■长城证券 张新建

财经·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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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肤色从补血开始

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这是众多女性梦寐

以求的肤色，这不，阿雅今年二十二岁，正值

表春靓丽之季， 但总是为了脸上的“挥之不

去”的痘痘和那略显苍白的脸色而发愁，人家

说，女人过了 25 岁就要开始保养，阿雅却是

早早就防患于未然， 上美容院做了多次脸部

美容，去斑、消痘的美颜护肤品用了一大堆，

表面是光滑了，但脸色还是那样，没办法，只

有去请教美容专家。

专家告诉阿雅， 肤色不好多是气血亏虚的

表现，好肤色来自好气血，做面膜，用护肤品只

是做足了“表面”功夫，要想有好肤色，好脸面，

还得练好“内功”，从补血开始。女性是以气血为

本的，女性的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生理活动

都会耗伤气血，导致气血不足，表现在脸上，就

会出现面色苍白等症状，中医理论认为，脾胃是

人体健康之本，是气血生化的源泉，而气是推动

血液的“元帅”，血则是包含气的“母亲”，因此，

补血要讲究补脾、补气、补血，中药中当归、阿胶

历来是补血的圣药，党参、白术是健脾的良药；

而黄芪则是益气的上品， 驴胶补血颗粒将以上

中药有机组合成一首补血的经典方剂， 既补脾

益气，使气血生化源源不断；又能气血双补，使

补血更快更迅速，做到补脾、补气、补血三补合

一，能有效改善气血不足的症状，使血气调和，

气血充足，脸色红润。

阿雅在专家的建议下， 服用了一段时间的

驴胶补血颗粒，脸色渐渐红润了许多，现在，她

每天以健康美丽的形象出现在同事、 朋友的面

前，大家形容她的肤色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41997

网址：cj.voc.com.cn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八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位(%) 持股明细

1 贺雨露 4.15 �������6.02 �����-3.16 ��10 洛阳玻璃

2 陈悦 4.19 �������3.47 �����-27.6 ���0

��3 李俊杰 2.14 �������3.11 �����-32.7 ��93 中兵光电 福建三农

正邦科技

4 曹红海 0.61 �������2.61 �����-7.44 ��99 四川路桥

5 余栋梁 -0.5 �������2.11 �����-38.8 �100 福建南纺

同期 上证指数 0.29 �������0.25 �����-7.5

指数 深证成指 0.11 �������1.18 �����-7.1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6月22日)

■实习生 梁兴 记者 李庆钢

目前在大盘调整的情况下， 一批股

民采用“对冲进出”的操作方式来获得收

益，这种操作虽然属于短线操作，但却需

要中长期持有一支或几支个股， 通过不

同的“逢高减仓”和“逢跌加仓”来实现买

卖差价而获利， 这实际是一种短线与中

线相结合的持股与操作， 三湘股王争霸

赛选手李亚平表示，“如果能做好‘对冲

进出’这种操作方法，那对你来说，什么

时候都是牛市。”

记者：目前“对冲进出”这种操作方

式，很受股民青睐，你觉得首先要注意些

什么？

李亚平：首先要注意的当然是选股，

因为这种操作方式属于典型的“短炒长

持”，虽然每天都可能操作，但是持股时

间较长，因此选股要慎重一些。我自己一

般会选择有一定中长线持有价值的个

股，不会选择纯题材股，最好是那些股性

较活，盘子不要太大，流通盘在10亿股

以下，并且股价属于中低价，最好不要超

过15元的股票，因为这样的股票最容易

赚取差价。

记者：选好股票后，然后怎么做呢？

李亚平：选择完个股后，然后就要确

定股票的价值中枢， 也就是此股价值几

何，这是“对冲进出”的关键。比如某股今

年每股业绩0.4元， 预期明年每股业绩

0.5元，如果此股是一般行业给予18倍动

态市盈率，那么价值中枢就是9元，我们

操作的时候就可考虑在8.5元以下，逐步

加仓，9.5元以上逐步减仓。 当然个股的

价值中枢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经济的

回暖或下滑，个股业绩会出现变化，应该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调整个股价值中

枢。

记者： 难道只要这样来回倒， 就行

吗？

李亚平：也不是，你还要注意行情的

结束，一旦一轮行情结束，或者个股基本

面出现突发恶化， 就要清仓出局。“对冲

进出”的理论基础是震荡市。

过好每一天：请问002237现在可以

进吗？

李安：下跌持续中，量能缩得很厉

害， 如果哪天放量抢反弹可以操作，要

快进快出，破反弹趋势线止盈出局。

骚客：600963怎么样呢？ 求高手解

答。

李安：不破前低7.81元，轻仓做反弹

可以，不过风险大于收益。

相信自己能：002083和002097请高

手点评一下！谢谢了。

李安：002083下跌持续中， 量能缩

得很厉害，如果哪天放量抢反弹可以操

作，要快进快出，破反弹趋势线止盈出

局。002097类似002083。

君子爱“财”：请问高手000928怎么

看？

李安：处于对称的三角形整理形态

中，观望为主。

学会这招，震荡中可以造“牛市”

大盘震荡较激烈

周三涨停个股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

南方汇通， 在其它高铁概念股都没动的

情况下，该股涨停。如图所示，该股在今

年一季度有过一波行情，在2月17日见高

点14.89元后，3月28日再出次高点14.68

元，双头特征很明显，之后逐波下跌，6月

20日见低点8.93元，不可谓不烂，可6月

21日该股却大涨4.10%， 周三更是突然

涨停，股价一举站上5、13、21、34、250日

等多条均线。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李静周二

透露， 发改委正在编制海水淡化“十二

五”规划和海水淡化产业专项规划。业内

人士透露，“推进海水淡化材料国产化”

等将成政策支持重点。在“十二五”期间，

预计我国海水淡化投资规模将达到200

亿元左右。分析人士指出，国内海水淡化

核心设备生产商南方汇通、海亮股份、双

良节能等将从中受益。看来，游资又找到

了一个炒作题材。 ■记者 邓桂明

机构观点

异动股点评

股市表情

中国熊———这个最新词汇来源于英国《金融时报》对今年A股的评价，它形象

地描绘出了2011年上半年的A股市场。今年股市似乎让投资者感觉过于漫长，一季

度的走高还让投资者和券商高喊向3500点进军，而二季度一个猛烈的回抽就让还

来不及盘点的账面财富沦为黄粱一梦。沪综指下挫5.68%，近八成个股告负，中小

盘股更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康芝药业以57.27%的年内跌幅高居两市第一熊股。

在A股转入持续调整的弱市格局后，刚刚实现摘帽的豫能控股非但没有下跌，

还在各地游资的频频出击之下，上演了一出逆市拉出10个涨停的击鼓传花游戏，并

以65.73%的阶段涨幅遥遥领先，成为本轮弱市行情中沪、深两市最牛的“不死鸟”！

不过，多位市场人士均表示，在没有实质性动作之前，目前的股价已经被严重透支，

独立的市场表现也很难维持太久。 ■记者 邓桂明

弱市A股惊现“不死鸟”惊

专家发明新词汇嘲笑A股囧

网友VS选手

周三涨停， 站上

5、13、21、34、250

日等多条均线

↓

南方汇通日K线图。

■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