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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手机供货中心品牌多、款式多、质量好、价格低，零售价 600元

的手机，供货成本 99元。 既可开手机店、也可批发、配送，有无店面都可经

营。 丰富的产品体系，完善的配送服务，由于价格便宜，抢购成风，大、小城

市疯狂赚钱。 详情请咨询！

品牌手机 99 元起供货

———手机开店、手机配送、手机批发

官网：www.1088k.cn总 机：020-66632322�（三十条线）

QQ�咨询：800035499��

手机咨询：13929510826

50 个品牌 600 款手机

1000 家手机卖场的选择

提供 5 千 -6 万现货铺货

提供售后结算支持

免费配送 8 千元用品

免费培训营销方案

联动手机供货中心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仅仅一日之隔， 刚刚还炙手可

热的新股， 转眼间就坠入“无边地

狱”。周四，前一日大放异彩的三只

创业板新股全面跌停。 不过令人诧

异的是，这三只创业板新股的跌停，

却并未影响周四上市的三只中小板

新股“平步青云”。那么新股这种冰

火两重天的表现背后有何玄机？

跌停为出货

对于东宝生物、冠昊生物、飞力

达这三只创业板新股周四的“一字

跌停板”，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中素

有“新股猎手”之称的袁林认为不足

为奇，“是主力在出货。”袁林分析指

出，周三上市的这三只新股，涨幅都

相当可观，“东宝生物和冠昊生物的

涨幅都超过150%，飞力达的涨幅也

在60%以上， 因而即使周四这三只

新股从开盘到收盘都牢牢封在跌停

板上，其中主力也仍然获利不菲。”

赚钱效应激发新股热情

虽然周三上市的三只新股出现

跌停板“惨剧”，但是周四上市的三

只新股却丝毫未受影响， 其中两只

新股开盘涨幅就超过100%。尽管随

后股价有所回落， 但收盘时三只新

股的涨幅仍然相当客观， 其中N章

鼓收盘涨幅高达105.9%。

“主要是从比亚迪开始，近两批

新股创造了足够的赚钱效应， 所以

投资者对于新股的热情就被激发起

来。”袁林表示，连续两批新股的大

涨， 让投资者敢于在新股开盘涨幅

超过100%的时候还去接盘，“可以

说近期新股的火热， 主要是一级市

场利益集团为了扭转之前新股连续

破发的疲软局面而进行的炒作。”

新股炒作风险大

“没有经过市场长时间检验的

股票我不会去买。” 针对新股的爆

炒， 湖南博沣资产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郑英豪表示， 由于新股缺乏时间

检验，其价值很难判断，风险较大。

他认为：“新股上市时间不长，

投资者对其还没有完整的认识，出

价也毫无章法， 所以很难判断其价

格高低的合理性。” 他特别指出，新

股上市首日更是风险巨大，“很可能

会出现像东宝生物等三只新股这样

的一日行情。” 因而他建议投资者，

尽量选择已经经过市场长时间检验

的股票，“这类股票历经牛熊循环，

其高点与低点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

范围， 能够帮助投资者衡量个股的

风险高低。”

这边新股跌停，那边新股上天

7月4日下午，一彩民在邵阳市邵水西路中福在线

销售厅夺得中国福利彩票中福在线“连环夺宝”全国

累积奖25万元。

据悉，该彩民是个老彩民，这天中午吃过午饭，老

婆孩子不在家，闲着没事。离上班时间还早，就来到邵

水西路中福在线销售厅午休。 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在

游戏进行到第三关时， 屏幕上突然掉落24个红宝石。

就在这位彩民小心翼翼地数红宝石个数时，“恭喜中

得累积奖250000元”的喜庆字样出现在了投注机的屏

幕上。该彩民打电话给

老婆报告好消息时，老

婆还说是在逗她玩！ 在

兑奖过程中，问及中奖

感想， 他笑哈哈地说：

“玩中福在线， 惊喜不

断！”

长城证券

第94期投资大讲堂

主题1：2011年

下半年A股投资策

略 主讲人：资深投

资顾问鲁瑜和高凌

智

主题2： 通信行业2011年下半年投资策略 主讲

人：通信行业研究员金炜

时间：7月9日（周六）下午2：00-5：00

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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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8091017/8091018

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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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周三晚加息基本在市场预期之内，大盘

预计在这两日还有小幅调整，但干扰有限，中线反弹

延续，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可以适度提高仓位。在各种

题材轮番演绎后，市场正寻找新的投资兴奋点，而中

报投资机会或许能为三季度带来一波脉冲式的行情。

这种背景下，如何布局中报行情，可以把握以下

几点： 其一、从短线思路上，以往中报预增的上市公

司股价在预增公告推出和业绩正式披露前后通常都

会出现5%-10%左右的涨幅， 尤其是未公布预增但实

际可能大幅预增的公司， 短线的投资收益将更为显

著。因此，根据交易所中报披露时间表，围绕上述两个

时间点提前布局，并短线兑现获利是投机客们掌握的

要点；其二、从中线思路上，我们首先要甄别两种突击

增长，对于净利润高速增长的企业，需要客观全面的

分析。有的业绩增长是由于主营业务改变，公司进行

资产重组后实现； 有的则是依靠投资收益实现的，同

样是业绩的增长，如果仅仅是依靠重组和投资收益的

增长，往往是短期效应，此类个股的股价表现也仅仅

是短线的投机机会，之后股价会很快回归。因此，如果

从中长线投资价值的角度出发，寻找高增长个股必须

以主营业务增长为基础，反映的是本身业务的表现情

况，并且纵向比较以往业绩，增长要有持续性。

■长城证券 周颖华

中报投资机会或带来行情

和值12助推

福彩3D返奖率达198%

邵阳彩民揽25万元

笑赞“玩中福在线惊喜不断”

7月6日晚福彩3D第2011180期开出了“804”，由

于此前“和值12”已断档79期，成为近期彩民朋友们

密切关注的对象。 当期我省开出了3614注单选奖、

3318注组选6奖， 而百位8的出现也让1D中奖注数高

达11017注。当期我省3D返奖率达到了198.7�%。高返

奖率带来的超值回报， 使得我省彩民朋友对3D的投

注热情再度高涨。 ■曾庆黎

本报7月7日讯 7日上午，中国

民航局在长沙举行颁证仪式， 向湖

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颁发Aurora�SA60L轻型运动飞机

“型号设计批准书”（TDA）。“今后，

大家都能成为‘空中的梦想家’。”山

河智能董事长何清华介绍。

当场实现销售

山河科技从而成为国内首家通

过中国民航该项认证的企业，Au-

rora�SA60L轻型运动飞机将获得

单机适航证，顺利进入市场销售。

山河科技副总经理邹湘伏表

示：“目前， 国内注册的通用飞机只

有1000多架，近90%的都是国外产

品。 而Aurora�SA60L型号飞机采

用了全复合材料， 是第一架获民航

局认证的国产轻型运动飞机， 将与

国际产品站在同一竞争舞台上。”

“目前， 产品的年生产能力达到了

100架， 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邹

湘伏介绍。

在今天的颁证仪式上， 通辽市

神鹰通用航空公司与山河科技现场

达成销售协议，Aurora轻型运动飞

机成功实现销售。

私人购买欲望很强

据调查， 目前美国的私人飞机

数量超过30万架， 通航飞行员超过

50万人，但是在中国，这2个数字连

美国的1%都不到。

“从市场调查情况来看，除了单

位购买力， 私人购买飞机的欲望也

是越来越大， 特别是沿海地区有许

多飞行爱好者。”邹湘伏认为，一架

低价位的轻型运动飞机也就在100

万元左右， 这大大诱惑了许多消费

意识超前的消费者。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民航局局

长李家祥于2011年3月表示， 民航

局在吉林、广东、黑龙江三省低空开

放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湖南、湖

北、 广西与内蒙古东部扩大试点范

围，争取到2015年实现全国低空空

域的全面开放。

业内人士指出：“伴随国家对低

空飞行逐渐放开， 私人飞机的前景

很大。它不像高价位的游艇，显得高

高在上， 目标客户也将更有生命

力。”

■记者 石曼

山河智能：获国内首款轻型运动飞机型号认证

100万的小飞机，你是不是也想买一架

机构观点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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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悦 0.15 21.9 -14.7 100 华东科技

2 易赛澜 1.52 15 -10.1 98 力合股份

3 贺雨露 7.79 15 5.065 100 力合股份

4 李俊杰 -2.1 14 -25.6 15 正邦科技

5 韩嘉 -0.2 11.3 -8.93 98 瑞贝卡 冠农股份

成城股份

同期 上证指数 -0.58 5.73 -2.4

指数 深证成指 -0.26 8.62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