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VS选手

新股民：请问000573昨天追高进

的，可否继续持有。

李安： 收盘价不跌破5.1元可持

有，但5.8元的压力位较重，到时先了

解出局。

7232503： 高手，000782美达股

份买入价8元可以长期持有吗？

李安：牛市时，可持股不动。现在

大盘下跌反弹中，行情不稳，长期持

有小心你的股票市值“腰斩”，建议波

段操作。

终能解套：西藏天路600326，17.5

元的成本价，如何操作，请指教！

李安：目前K线图已走出“小双

底”形态，如放量突破14.8元，有望解

套。

闹闹 :大盘这么涨，可是000100

怎么好像还不如前几日呢呀？

李安：目前处于“对称三角形”的

形态内，多空在博弈，股价自然滞涨

止跌， 耐心等待多空的博弈结果吧

（估计几天内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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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赛澜：长期追踪终有所获

已经在三湘股王争霸赛排行榜上

“吊车尾”多个赛季的易赛澜，凭借天津

普林的强劲表现，第八季重新登上榜首

位置。

“我在第二季的时候就买过天津普

林。” 易赛澜表示，“但未立即取得收益，

而且很快就触碰我设置的止损线，所以

就从天津普林中退出来，不过我并未就

此放弃这只股票，而是持续进行跟踪。”

在此后大盘的反反复复中，天津普林

也是上上下下，“看上去天津普林似乎没有

任何特殊之处。”但是易赛澜发现，每当快

要把天津普林淡忘的时候，“它就会时不时

地活跃一下，特别是在市场近期的大幅调

整中，指数已经创了新低，但是天津普林始

终拒绝下调，而且呈现出一个低点比一个

低点高的态势。这说明有资金在一路关照

天津普林。因而在上周五市场出现大幅反

弹之时， 天津普林拉了个涨停，“我就是在

涨停前夕追进的。”

易赛澜认为，这次成功操作天津普

林，主要就是依靠长期跟踪，“一只股票

要走牛，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个过

程中，不少股票往往半路夭折，但不能因

此就轻易放弃，而是要对自己看好的股票

保持长期观察。‘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

待七年期’，选股也同样如此。”

陈悦：中报行情看好“独特行业”

上次“玩”了一把权证股之后，陈悦选

择空仓调整了两天。上周五见大盘有超跌

反弹之势， 他迅速满仓吃进黄河旋风，

“玩” 起了金刚石生产这一独特行业的股

票。目前具有金刚石生产概念的上市公司

并不多，黄河旋风乃其中之一。

不过，陈悦主要看好的还是该股所在

行业的独特性，“与2009年至2010年间受

热炒的稀土行业相似，超硬新材料产业链

目前已逐步形成了上游提价、中游全球的

产能向中国转移、下游需求爆发性增长的

独特发展模式，因此整个产业链都出现了

投资机会。”

“金刚石生产属于超硬材料生产的上

游，并且目前在供给上都逐渐走向寡头垄

断，在需求上有稳定的高速增长。”陈悦表

示，金刚石价格虽然不会出现类似稀土的

剧烈涨幅，但未来趋势继续“看涨”。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在未来的行情中， 哪些板块将跑得最

快？ 投资者又如何如何避免重蹈去年11月

见顶之后的覆辙， 保护好自己的利润？ 博

丰投资总监郑英豪与三湘股王争霸赛总冠

军张强将在本周日为投资者进行详细解

读。

开讲时间： 7月3日

主讲嘉宾： 博丰投资总监郑英豪，三

湘股王争霸赛总冠军张强

主讲内容： 1.如何把握新行情；2.新行

情中如何把握热点板块；3. 如何避免上半

年中调整市道中不应有的亏损。

报名电话：073184326115

报名QQ：126293551

六月份，我省福利彩票中福在线中

奖连连。据统计，六月份全省中福在线

共中出18次全国累积奖，其中17次奖金

达到25万元。全省中福在线除中出18个

共440万元高等奖奖金外， 低等奖中奖

总金额3818万元，合计中奖总金额4258

万元。

中福在线凭借着主题鲜明、新颖时

尚的游戏特色和多样玩法种类，已经获

得了众多彩民的肯定，同时引领彩民走

向一种集奉献爱心、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健康时尚的文化娱乐方式。目前全省共

有40家中福在线销售厅，销售厅内宽敞

明亮，环境舒适，成为彩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湖南福彩爱心助“苦命妞”站立

“如果说我过去的命苦， 今后应该

是苦尽甜来了。”6月27日， 接受湖南福

彩爱心款的“苦命妞”王媛的脸上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5岁时，王媛被父母遗弃，后被一农

民收养。因家贫，初中未毕业即辍学。17

岁时，为躲避四名男子的强暴，她从五

楼窗口跳下，造成腰椎断为三截。在花

费了养父母七拼八凑的十多万元手术费

后，总算保住了性命。由于家里负债累累，

当时手术安上去的钢板一直无钱取出。她

从此与床为伴，在昏暗的土屋里一躺就是

四年。

得知王媛的情况后，湖南福彩工作人

员专程对她进行了慰问， 并为她送去了

5000元资助金，希望她早日康复。

■罗伟

美元指数： 本周疲弱的美国经济数据

打压美元，前期做多美元的人气逐渐下滑，

技术上看美元指数冲击76均告失败， 美元

暂时承压，短线逢高抛出美元。

欧元：本周三晚间，希腊议会批准紧缩

计划以避免债务违约,符合市场预期，希腊

问题曙光初现， 激励欧元自1.41低点逐波

反弹并顺利突破1.45美元， 短线可看多欧

元，目标1.47。

英镑： 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在7月7

日的议息会议上将维持利率在纪录低点

0.5%不变， 英镑近期走势主要受到欧元影

响， 美元本周全线走软支持英镑自1.59反

弹，后市关注1.62的阻力能否突破。

瑞郎：欧债危机背景之下，瑞郎持续强

劲上涨。中期可继续做多瑞郎，止损0.85，

目标0.80。

澳元、加元：本周三希腊议会周三通过

了两项紧缩计划中的第一项, 对于该国取

得新的国际援助以避免债务违约和破产非

常关键。 消息引燃股市和大宗商品一扫前

期的压力，澳元、加元分别借势突破1.07和

0.96的阻力， 后市可积极做多， 目标升至

1.09与0.96。

日元：日元本周呈窄幅震荡走势，汇价

在80.2至81.1之间反复。预计短期区间波动

为主，观望为宜。

黄金： 希腊通过财政紧缩措施有助于

缓和当前债务危机， 这对黄金来说是双刃

剑。短期黄金反弹幅度料不会太大，后市以

维持1490到1520区间波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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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9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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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赛澜 0.18 12.3 -12.2 100 天津普林

2 陈悦 6.13 11.1 -22.2 100 华东科技

3 韩嘉 1.65 10.4 -9.69 98 瑞贝卡 冠农股份 成城股份

4 袁林 0 9.15 -4.49 100 陕国投A

5 李亚平 2.22 8.51 -33.8 100 大连国际 广济药业 万丰奥威

同期 上证指数 1.23 4.51 -3.5

指数 深证成指 1.66 6.15 -2.5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6月30日)

高手访谈

选股如同试玉，时间炼就光彩

互动

六月中福在线 中奖乐翻天

希腊困局曙光乍现

欧元引领非美反弹

汇市周评

外币 钞买价

英镑 996.49

港币 82.2

美元 639.61

瑞郎 747.31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7.7561

加元 645.3

澳元 668.69

欧元 902.22

外汇

周日三湘股王

和最牛私募等你来交流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受隔夜外盘强势上涨刺激，上交所

金属市场周四尽数飘红。 沪铜高开高

走，引领其它品种向上发力。尽管目前

国内调控预期仍然存在，但多个金属品

种技术走势有向上突破迹象，短线保持

偏多思路。

周四郑棉延续反弹，1201合约上涨

385元/吨。 由于缺乏基本面的支撑，反

弹空间不会很大， 多单可逢高减持，未

入市者仍以观望为主。 豆类期货全线上

涨，豆粕主力合约上涨13元/吨。美原油

库存超预期大降440万桶， 原油期货价

格收高2%。对期价形成一定支撑。技术

上，主力多头积极增仓，3300点上方，多

单可轻仓继续持有。上行关注40日均线

阻力位，追多仍需谨慎。

IF1107周三高开高走，盘中震荡走

高，下午冲高回落，报收长上影的小阳

线，成交和持仓环比小幅增加。处于贴水

状态。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周四指数

震荡走高收在5天线上，总的来说，短期5

日线跌破后迅速收复，并创新高，表明技

术性回抽确认有效。注意5天线3030左右

的支撑及年线3077点左右的压力。预计周

五IF1107合约将维持震荡整理走势，同时

因周末效应，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上交所金属市场周四尽数飘红

期货投资基金主要是指公募期货投

资基金， 是一种用于期货专业投资的新

型基金，其具体运作与共同基金类似，大

多数采用公司型基金的组织形式， 主要

面向中小投资者。 投资者可以购买公司

的股份， 就如同购买股票或债券共同基

金一样，只不过，期货投资基金购买和出

售的是期货和期权合约而非股票和债

券。

什么是期货投资基金

期货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