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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的专业品牌，型期类的不同选择

光动能

B 系列

白癜风

治疗仪

� � � � 中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白癜风研究所运

用专利技术针对不同型期类的白癜风，共同开发出不同系

列的白癜风治疗仪：

光动能白癜风治疗仪： 采用 308,365,410nm 复合光波

照射皮肤，促进细胞释放内皮素 bFGF,以及增强黑色素细

胞络氨酸酶活性以达到目的，

适合进展期白癜风。

B系列白癜风治疗仪：采

用精密、准确、快速的方法植

入活性黑色素细胞，适合稳定

期的白癜风。

0731-

18975165522

82293321

黔医械广审（文）第 2010070002号

光动能免费体验

湖南临床使用单位：长沙楚雅医院（车站北路 121 号）

www.hnbdf.net���� �www.v120.cc

详情请电话咨询：

周四，大盘收于2762点，上涨

1.23%，但是多方阵营却在这一天，

被空方攻破，丢失大片领地。看来，

面对加息预期和大盘后期何去何

从，多方心里还是没底。

【多方阵营】

倍新咨询：市场有反转迹象

周四大盘依然是按照我们的预

期在运行，指数在回抽20日线后，再

度开始上扬， 表明指数在经过两个

交易日的调整后， 已完成了短线的

整理，而这样的走势，已给出了指数

将反转的信号， 所以持股待涨是目

前的主要策略， 仓位偏轻的则要择

机增加仓位， 方向还是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主。

股民“光哥”：红7月可期

周四早盘两市高开， 随即一路

震荡上行， 早盘股指相对强势呈现

脉冲上扬格。昨天下探之后，当市场

普遍认为在2709点附近可等待低

吸的时候，市场却反其道而行之，丝

毫不给机会，金融股的券商，保险快

速拉抬，持续上涨，对市场人气具备

相当的激发作用，个股普涨，唯一遗

憾的是个股涨幅不大，指标股拉抬，

题材股观望。保险、券商、煤炭等板

块涨幅居前，两市成交量稍有放大，

总体呈现强势格局。

【空方阵营】

大摩投资： 警惕冲高回落

周四虽然股指大涨， 但盘面涨

停股有限， 说明市场的反弹还出在

初级阶段。 短期由于市场上涨幅度

比较大，同时年线和上证2780一线

对大盘有比较大的压力， 而底部反

弹上来也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这

使得大盘短期面临一定的震荡，投

资者需要提防震荡后的回调动作。

股民“踏实”：周五或将重回调整

大盘的阶段性方向重新面临选

择，不过此时，向下调整的可能性较

大。 大盘若不想阶段性调整并且继

续保持阶段性上攻， 后市还需要持

续的放量大涨， 但这个可能性相对

较小。至于周五，大盘可能会重回调

整，并且可能会有跳水动作，全天可

能收中小阴。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文 墨 遗 失 毕 业 证 ， 证 号 ：

110771201106000009，声明作废。

麻将机

报牌仪

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睛、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

13467671788

全新超市货架优转

收银机货柜及全套 18973173787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遗失声明

湖南京通商贸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

2008 年 7 月 11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湘地税字：

430103780860959，声明作废。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开牌一秒即变，变后不

多不小不重复，发牌认牌控牌神出鬼

没，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能自摸。

高金聘缘：王丹，33岁，因老公不

育，离，特寻健康守信男士圆我

梦! 本人亲谈:15270525353

遗失声明

湖南远程电子有限公司（原名

湖南省远程监控设备有限公

司） 遗失银行货款卡， 卡号：

430100000499271，声明作废。

债权资产包转让补登公告

受委托， 我所对湖南省娄

底管道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等

二债权资产包 (1110760034)补

登转让公告， 转让底价为 110

万元。 报名截止日为 2011年 7

月 11 日，如本公告期内征集到

意向受让方，则于 2011 年 7 月

13日举行竞价会。

详情请登录： 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9073153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新福汽车用品经

营部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码：

J5510006546201，声明作废。

●超低工商 82183090

工商代办 82147786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遗失声明

湖南大博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IC 卡，代码

号：79033187-4，声明作废。

牵手圆梦 15279338448

温柔女 28 岁 1.62 米气质高雅寻体

健品正男圆我美好心愿有缘助发展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鹏科技有限公司长沙联络

处遗失成立日期为 2008 年 3 月 26

日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外管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92000006274，声明作废。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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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82526566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无敌字牌

开门

授徒

千王牌具 13487564225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楼

斗牛感应王

桌上无需任何东西牌在手上直接感

应报牌 最新多面骰无磁麻将机程序

进口博士伦眼镜看清扑克字牌麻将

教玩牌绝技 火车站凯旋国际 A

栋 2401房 18684658528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拿驾照，可经权威部

门查验 13967030272

轻轻松松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819106635

银丰贷款

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个人疑、无抵押、

办好收费 15927602929

工商代办 82284857

贷款 84211007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

贷款即日放款。 湘府路 88号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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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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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长沙金世纪旅行社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0 年 6 月 28 日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73475241-2，声明作废。

彭艳萍 43312719861001162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

太阳能热水器 13507445268

上门维修

本报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见报的长沙

锐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的营业执

照核发日期 2008 年 8 月 5 日应为换

发日期 2010年 6月 9日，特此更正。

王焕明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3130195210260011，声明作废。

江水初 43252219750815523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渔场二管区

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05 年 8 月 18 日核发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77901168-5，声明作废。

■男 49 岁丧偶、自营实体收入稳

定健康忠厚有修养， 诚觅贤惠体

贴女士为妻，有孩可 13632631129

诚心求缘女 29 岁温柔贤淑丰满迷

人特寻品正男子圆我梦， 地区年龄

不限 187-2056-0357本人亲谈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厂销扑克牌九筒子分析仪， 高清

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等。 传授制

胜绝技，免费观看，学不会，免收

学费。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遗失声明

曾爱平遗失宁乡县煤炭坝镇爱曾摩

托修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24600159871，声明作废。

经商富女 40 离独居孩在国外有房

车气质高雅寻有缘男 15274864577

靓女不想婚姻交密友 13187318525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遗失声明

长沙健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9 年 4

月 7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6874051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

金霞支行遗失 2006年 11月 22

日由长沙市工商局核发的工商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1000001096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杰森建材有限公司不慎将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0 年 9 月 27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11000102804 的营业执照正本

及副本全部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谢竹青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196806022306，声明作废。

冯典中遗失学士学位证，证号：

11077420110028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冠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55301423-4，声明作废。

多方心里还是没底

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走

势，笔者相对乐观。经历了前期持续

的调整后， 市场的风险已经基本释

放完毕。市场进入底部构筑阶段，未

来一段时间一定是机会大于风险。

近期市场的热点集中在保障性住房

建设的水泥板块， 后市将会有更多

的板块陆续涌现。

看好后市的理由主要有以下：

1、基本面预期有所缓和

就上半年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

CPI的持续走高已经通过盘面有所

反馈。 往往股市对于实体经济有提

前的警示作用， 也可以说目前的股

市走势充分反应了当前基本面的总

体形势。未来CPI很有可能在三季度

逐渐回落，经历了风险的释放后，市

场有望在下半年有所提前演绎基本

面的改善行情。

2、局部货币宽松

上半年持续攀升的物价水平在

一定程度上也暗示加息成为大概率

事件。 无论是由于前些年超速的货

币投放量加上目前的输入性通胀因

素最终导致CPI的居高不下，迭创新

高。发改委在公开场合承认6月份的

CPI还会创出新高。因此，再次加息

的时间会在7月初。

3、估值水平

就目前的估值水平来看， 截至

到6月30日， 上证综指收盘点位为

2762点，全部A股的静态市盈率为18

倍， 逼近历史上重要底部96年512

点、2005年998点和2008年1664点时

全部A股15倍至17倍的市盈率。

4、时间周期和运行模式

本轮调整从大格局上来看，比

较符合枫叶

理 论———即

上涨下跌周

期大致相当。

上一轮市场

从 1 月 25 日

2610点上涨到4月18日3067点一共

53个交易日。本轮下跌从4月19日到

现在运行了56个交易日， 时间周期

基本吻合。并且在下跌过程中，重要

的缺口得以封闭。

因此后市操作上， 在市场演绎

修复性行情中，以持股待涨为主。

市场将演绎修复性行情

今年上半年的股市行情就将结束，股民的心情可以

用“郁闷”形容。经历了一季度的短暂反弹后，大盘4月份

就开始强烈回调，新股排队破发，国际板要推出的消息

把B股打击得都脱了相。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股民

的日子是最“杯具”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上半年7成股

民一毛钱都没赚到，还赔了不少进去。其中32%的股民

亏损在10%至30%之间， 近16%的股民亏损在30%至

50%之间，12%的股民亏损在10%左右， 还有近8%的股

民亏损超过了50%。

股

市

表

情

哀 辛苦半年7成中国股民赔钱

他是普通职工出身，只有初中文化，却通过自学创

造了一套投资理论；他因准确预测行情，被诸多投资者

戴上上海“民间股神”的美丽冠冕；三年间，“股神”走遍

大江南北，通过与各地机构合作办培训班，获利620万元

……他就是殷保华。2011年1月10日下午，因涉嫌非法经

营，他被湖北警方从讲台上抓捕。据媒体报道，殷保华当

年曾凑了2万元全部投入股市， 没多久手上的本钱便赔

了个精光。妻子因此与他离婚，殷保华事后回忆起这段

经历笑称，他当时亏得只剩下儿子和身上的74元钱。

■记者 邓桂明

惨 民间股神曾亏得只剩74块钱

机构观点

财经·操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