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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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林 7.94 29.5 ����13.35 ������0

2 陈悦 3.04 25.7 ����-12 ������100 三友化工

3 贺雨露 1.62 14.4 ����4.46 ������100 洛阳玻璃

4 李俊杰 1.01 13.8 ����-25.7 ������98 北大荒 云内动力 传化股份

5 黄双庆 0.79 13.4 ����5.13 ������100 三一重工 阳泉煤业

福建水泥 中联重科 齐翔腾达

同期 上证指数 1.48 5.78 ����-2.4

指数 深证成指 1.72 9.38 ����0.47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7月13日)

周三股指一改上一日颓势， 早盘高

开高走，尾盘收于2795点，上涨1.48%，

在市场大涨的带动下， 前一交易日气焰

高涨的空头纷纷倒戈， 多方阵营大涨雄

威，局面重新牢牢控制在多方手中。

【多方阵营】

国金证券：重拾反弹走势

公布数据好于预期令下跌累积的技

术反弹要求充分释放， 但周三量能略显

欠缺。操作策略上，短线关注有色金属、

煤化工板块，继续把握中报主线，适度加

仓，跟踪成交量情况。

“音乐”：突破只是早晚的问题

周三上证指数再次回到了2800点整

数关口附近， 中阴和中阳组合在一起是

对2800点整数关的反复夯实震荡， 多方

依然占据了场面的主导权。 接下来沪指

缓步突破下压的60日均线压力只是早晚

的问题， 底部形态个股的轮番补涨将成

为多头持久的推动力。

【空方阵营】

大摩投资：股指再次进入高危险区

成交量未能有效放大， 指数上涨的

基础不够牢固。截至收盘，两市的被动性

卖盘随着指数的反弹在逐渐增多， 大盘

短线再次面临抛压。从技术上看，上证指

数强劲反弹并攻击年线， 由于2800点一

线的压力较大盘第一次攻击时有增无

减，因此，做多主力想直接推动上证指数

突破压力区难度很大，不宜过分看多。

“绿水”：上涨很诡异，散户要谨慎

周三大盘虽然上涨， 但资金方面有

“托盘”迹象，并且前市总体机构资金还

保持着净流出的状态，保持警惕，多做逢

高减仓来谨慎风险。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随着陕国投A复牌，被“冻”了半月

之后，袁林的收益两天内狂飙，一举创

造了三湘股王争霸赛的新纪录———两

天获利近20%。 他也因此坐上了三湘股

王争霸赛第八季的冠军宝座。

袁林：两天获利近20%

袁林是三湘股王争霸赛中唯一专

业炒新股的选手，有“新股猎手”之称。

“这次真是凑巧买中这只股。”袁林

是在6月7日建仓该股， 当时还处于箱型

整理期。随后跟随大盘破位下行，触底反

弹。当大盘反弹渐显乏力时，该股却“戛

然而止”，因定向预增宣布停牌。

半个月后， 陕国投A定向增发预案

亮相，并于周二复牌。复牌后强势涨停，

并在周三继续强势拉升。“早盘拉升后，

我几乎是在最高价抛出的。” 袁林兴高

采烈地说道。 陕国投A带给袁林近30%

的收益，还创造了近三个赛季以来参赛

选手的最高收益。

吴镇南：欧债危机或引全球危机

自参赛以来， 吴镇南始终满仓操

作，即使大盘在今年两度出现大跌，形势

一度岌岌可危，但其仓位却始终未变。然

而，在近期大盘反弹遇阻时，他却出人意

料的清仓出货了。

吴镇南表示，“欧债危机已经导致欧

美股市急泻，并蔓延至全球股市。目前持

股观望或空仓等待，乃是最佳策略。”

“受欧美股市的影响，上周市场上攻

明显乏力，缺乏做多激情。”为安全起见，

吴镇南在本周二进行清仓操作。

“这次欧债危机属于国家债务危机，

来势凶猛，其危害程度可能超过2008年

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吴镇南表示，“大盘

在近几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和涨停股明

显减少，日K线技术指标也出现死叉。”

鉴于以上情形， 吴镇南持有的华资

实业，虽未达到目标价位，但还是毫不犹

豫地抛出了。“我持有华资实业已有七八

个月的时间， 成本价是5块左右，7块多

抛出，远远还没达到我的获利要求。”

不过他认为， 从波浪形态来看无论

是反转还是反弹， 大盘仍有继续上攻

2850点的要求，“大盘仍在大三角形中

运行，若政策面无特大利好是无法向上

有效突破三角形区间的。因此我将一直

等到指数跌回20日均线再重新入场。”

OK： 请高手再分析300227光韵达，

是不是要卖了？

李安：可持有，现阶段不跌破16.5元

要耐心持有，破16.5元要了结出局。

开心鱼儿：002488金固股份怎么样？

李安：压力位15.45元，现在进场掐

头去尾10%的利润空间，建议不操作。

浪迹天涯：601899紫金矿业可买吗？

李安：可以买，现在很多股票都可以

操作， 关键是你要有自己的交易体

系———进场点与出场点、 止损位与止盈

位，否则你什么都不能买。

沧海： 看看600255鑫科材料如何操

作？

李安：下跌趋势中抢反弹，受过专业

训练的玩，否则容易被套。

新股民： 帮我看看600695大江股份

可否继续持有，8.50元的成本？

李安：可持有，10元的压力位，当心

点。目前在形态内整理，建议出局。

本报讯 在经济增速下滑、通胀高

企的2011年，偏股基金的收益并未大

幅提升，而以稳健风格著称的债基，仍

然跑赢股基。由此可见，低风险、收益

稳健的债券基金都是不可或缺的配置

工具。

“在通胀大背景下，一级债更容易

步步为‘稳’，对债券基金的合理配置

将大大降低基金投资组合在下跌和震

荡市场中组合业绩的波动性， 东吴增

利将帮助投资者有效实现稳健收益”，

东吴增利拟任基金经理韦勇表示。

据了解， 东吴增利债券基金是一

只投资于一级债的债券型基金， 第一

年为封闭期运作， 一年后可正常申购

赎回。 封闭期内可避免投资受申购赎

回的干扰， 有利于投资流动性较低的

高收益信用债提高收益， 同时也能够

方便回购杠杆的使用，用回购养券、跨

市场回购套利的多种投资策略， 提高

投资效率与收益水平。 ■记者 杨斯涵

“新股猎手”两天获利20%

网友VS选手

一记中阳 空头倒戈

股市表情

一位神秘的重庆80后女孩周艳，

认购了西藏矿业520万股， 一出手就

是1.52亿元。此外，在5月27日，广汇股

份公布的成功申购者名单中， 也出现

了“周艳”的名字，她以1.92亿元认购

了广汇股份800万股。 一位80后女孩

何以能够调动3.44亿元的巨额资金？

“周艳在重庆国投上班。” 周艳的

父亲表示。据了解，周艳的老公名叫郑

滨，年长周艳两岁，湖南省湘潭市人，

也从事金融行业，但他们均拒绝采访。

80后女孩豪掷3.44亿

掘金定向增发

惊

低风险配置不可或缺

一边信誓旦旦地说“对公司长期

稳定发展的认同”，一边却是出手极度

吝啬。雷鸣科化控股股东淮北矿业于7

月7日出手增持公司股份，结果只买了

100股，令人汗颜！公告披露后，投资者

在股吧中发帖说：“股东增持，大家猜买

了多少股？100股，笑掉大牙！”如果不

是公告最后称，“拟在未来12个月内以

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 恐怕雷鸣科化还真不知怎

么向投资者交代。 ■记者邓桂明

囧

雷鸣科化被增持100股

周三大盘涨幅超出预期， 上证大

涨将近41个点。 随着周三上半年经济

数据的公布， 近期大盘估计主要以技

术面运行为主， 周三量能还是略显不

足，上证只有1000亿左右，难以酝酿大

的上攻行情， 加上2800点附近还是有

很多套牢盘， 所以近期大盘估计会在

2800点附近震荡几天。

操作上，随着杀跌结束，虽然大盘

可能上下震荡，但个股机会加大，操作

品种选择上， 近期主要还是偏防御为

主，食品、饮料、零售、前期超跌的中小

板和部分题材股近期应该有不错的表

现。 ■长城证券 张新建

2800点会强势震荡

机构观点

■制图/杨诚

中信“钢铁金融”是针对钢铁产业

的生产厂商及其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

商推出的全程金融服务方案，是中信银

行供应链金融最具竞争优势和服务特

色的业务之一。中信银行依托中信集团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聚集专业化金融服

务团队，以钢铁厂商为核心，针对钢铁

产业链的主要环节，设计了一揽子综合

金融服务方案，致力于帮助钢铁产业内

客户拓宽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改

善财务效率，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银

行服务。

中信“钢铁金融”服务方案内容主要

包括:供应商金融服务（国内综合保理，

商票保贴）、生产商金融服务（生产线建

设融资，采购融资，票据库服务，资金管

理服务）、经销商金融服务（保兑仓模式，

存货质押模式）。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钢铁金融服务团

队对钢铁行业有着长期深入的跟踪研

究，始终专注于钢铁产业链，秉承“全程、

专家、细致”的服务理念，实行专业化经

营与营销，汇聚智慧，洞悉需求，通过灵

活、多样的产品组合，满足企业全方位、

各环节的金融需求， 创造钢铁产业链金

融服务新模式。 ■记者 刘永涛

中信银行钢铁金融———创造服务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