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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股指的走势令不少投资者感

到意外，股指顶住内外利空震荡上行，

在周二回探头肩底的颈线位2750点

后，股指再次突破了年线和60日线，站

上了2800点， 周线更是收出今年来第

二次四连阳。 本周股指还能否延续上

攻势头，不断向上突破呢？目前，市场

人士普遍认为， 本周多空双方将在

2850———2860点区间激烈争夺，先扬

后抑的可能性大， 政策力挺的科技股

有望成为热点。

有望向20周线发起冲击

市场人士伟晴分析，从日线上看，

上周四阳加一阴， 整体还是保持重心

上移，股指重回上升通道，中期向好格

局显现。

从周线上看， 周线走出了四连阳

定底的走势， 股指站在5、10、60周线

上，有望向20周线2861点发起冲击。从

周线整体形态来看， 一个大的双底形

态十分明显，从中期来看，股指有望去

突破双底的颈线位3067点。

市场人士占豪认为， 若非有特大

利好，后市短线市场很难脱离2850点，

股指哪怕突破了2850点行情也更可能

围绕2850点震荡。操作上，总体仍然以

多头为主，要特别关注本周一的行情，

再出现星线、小吊线再减仓不迟，但如

果股指周初出现放量的突破， 则继续

以持股为主。

市场人士股海牧渔也认为， 大盘

上涨做空力量随之增强， 主力反手做

空的时刻也就不远了。展望本周，排除

重大消息面影响，大盘平开居多，运行

趋势先扬后抑。周初上攻半年线，成交量

不能有效放大的情况下，突破概率极小。

科技股或有出色表现

7月16日出版的今年第14期《求

是》 杂志， 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要文章：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温总理

从五个方面纵论我国科技发展问题，

特别指出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

科技部日前出台《国家“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五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他产业的扶持

重点。海水淡化、新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三大产业均设定了具体的数字指

标，而反渗透膜，零部件、整车集成技

术与充电桩，LED设备与MOCVD国

产化则成为三大亮点。

有机构认为，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

明， 在新一轮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的

推动下， 全球科技股正迎来发展的春

天。在“十二五”规划的扶持下，我国科

技股投资也将迎来历史机遇。 在大盘

企稳向上的情况下， 投资者可逢低关

注海水淡化、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三

大产业的龙头个股， 如海水淡化的南

方汇通、碧水源，新能源汽车的杉杉股

份、当升科技、江苏国泰、中信国安、比

亚迪、福田汽车等，节能环保的天龙光

电、桑德环境、龙净环保、三聚环保等。

在上周医药股的示范下， 受到更多政

策暖风吹拂的科技股可望在本周表现

更为突出。 ■记者 邓桂明

科技股或成本周热点

周一估市

虫草在世界共有 497 种，而

冬虫夏草只有 1种。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专家、 中国冬虫夏草

首席权威郭英兰教授指出， 要区

别虫草和冬虫夏草， 关键在于学

名。 冬虫夏草是民间俗称，它的学

名叫“蝙蝠蛾被毛孢”。 也就是说，

只有蝙蝠蛾被毛孢这一真菌寄生

在蝙蝠蛾幼虫上长出子座的，才

是药典上所说的冬虫夏草、“百药

之王”。 其它如蛹虫草、蝙蝠蛾拟

青霉等，它们都只是虫草，而不是

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的主要药用成分如虫草素、

虫草酸、 虫草多糖的含量比起虫草高出 30-50

倍，因而两者药用价值悬殊很大。 只有选择明确

标示“蝙蝠蛾被毛孢”成分的，才可放心购买和使

用。

经中科院基因鉴定的“藏瑞

冬虫夏草”， 就是蝙蝠蛾被毛孢，

其学名明确标示在包装盒的“主

要原料”中，可以放心使用。

藏瑞冬虫夏草上市 5 年来，在

我省大受欢迎： 失眠人用了入睡

快、睡得香；肺病病人用了咳喘减

轻，痰量减少，呼吸顺畅；心脑血

管病人用后血压降了， 心率减慢

了，突发的危险没有了；肾病病人

用后尿蛋白、血尿消失了，肌酐、

尿素氮降低了，水肿消除了；肿瘤

患者用后又一次获得新的生命……因疗效显著

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重点推广，湖南省仅指

定药店有售。

详 情 请 咨 询 ：0731 -88156256 或 登 录

www.dcxcky.com

中科院专家提醒：

虫草决不等同冬虫夏草

张大爷 1999年罹患糖尿病肾病、 肾功能不

全，一直采用排毒和控制症状药物，但效果欠佳，

到 2007年时肌酐已 640，在服用藏瑞冬虫夏草 1

年多后，肾功能恢复正常。 藏瑞冬虫夏草为什么

治疗肾病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病理研究显示，肾病患者肾小球滤过膜遭到

免疫复合物破坏，滤过功能紊乱，营养物质从尿

液中流失，病人出现蛋白尿和血尿；更为重要的

是肾脏失去排毒功能,本应过滤到尿液中的肌酐

等毒素潴留在血液里,导致肌酐、尿素氮等升高，

伴发贫血、高血压、水肿等，若未能控制，进入尿

毒症期，造成全身损害，危及生命。因此药物治疗

肾病，如果不能清除免疫复合物，单纯排毒和控

制症状，仅能减慢肾病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治

疗肾病，既摆脱不了对药物依赖，也无法防止肾

病反复发作和加重。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冬虫夏草能清除沉积在

肾小球滤过膜上的免疫复合物,从而恢复肾脏滤

过功能，从根本上消除尿蛋白和血尿，降低肌酐、

尿素氮,消除水肿。 藏瑞冬虫夏草经过了德国纳

米技术和中药膜分离技术加工，将冬虫夏草在体

内的药效提高了 3倍以上，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上市 5 年来，解除了数万肾病和尿毒症患

者的痛苦，大量肾病尿毒症患者从此走向康复。

详情请咨询：0731-88156256

�������长沙指定专卖：蓝色地标大药房

冬 虫 夏 草 治 肾病

降肌酐、消蛋白尿、消水肿，恢复肾功能

中科院基因鉴定，权威可靠

最近国内一些城市的成品油销售

商开始抛货， 坚持了三个月不动的国

内成品油批发价出现松动， 价格暗战

悄悄抬头。业内人士表示，成品油今年

首次降价已步入倒计时。

国际油价连续两个月来震荡下

挫，国内成品油批发价一路下滑；7月1

日起，我国大幅下调汽油、柴油等进口

关税，其中柴油以零关税进口；两大利

好使直接受益者对成品油价格高度关

注。记者采访发现，西安中石化旗下部

分加油站 93#汽油悄然降价0.15元/

升，使得本月成品油降价预期剧增。业

内人士表示， 成品油今年首次降价已

步入倒计时。

记者了解到， 最近国内一些城市

的成品油销售商开始抛货， 坚持了三

个月不动的国内成品油批发价出现松

动，价格暗战悄悄抬头。西安部分加油

站油价也开始出现松动， 使有车一族

看到了油价下调的曙光。 多年给各大

加油站拉运成品油的一位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由于炼厂检修，加之目前成品

油市场基础面疲软， 延长一直坚挺的

汽柴油出厂价已于上周下调。

最近， 坚持三个月不动的国内成

品油批发价悄悄地出现了松动的迹

象。民营加油站也正进行价格暗战，并

在全国各地蔓延。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

油价下调倒计时!���销售商开始抛货

财经·综合

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之后，A股市场又

将诞生一位身家过亿的院士富豪， 而且股票名

称同样以院士的名字命名。19日，以岭药业将正

式在深市中小板发行。此次拟发行6500万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15.29%。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

董事长、创始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吴以岭不仅是

一名教授，而且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其通过以岭

医药集团持有以岭药业14400万股， 占发行前总

股本的40%；另外两名实际控制人吴相君与吴瑞

分别是吴以岭的儿子和女儿，3人合计持有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58.77%。 ■记者 邓桂明

羡

A股市场再现院士富豪

怒

“铁公鸡”再谋圈钱13.6亿

1998年上市至今， 高鸿股份仅在1999年实

施过一次10送3的利润分配，此后11年来，公司

从未分红派息。然而，就是这样的“铁公鸡”，在

二级市场圈钱却从不手软。在2009年增发募资

尚有近亿元未使用，项目没有建设完毕也没有

实现承诺的经济效益情况下，公司又拟在二级

市场增发募资逾13.6亿元。

惊

攀钢钒钛研报现188元天价

银河证券15日晚间紧急发布公告， 对于此

前市场关注的攀钢钒钛“188元目标价”事件致

歉，由于该公司注册分析师7月9日发表的《攀钢

钒钛：股价被严重低估》中出现数据计算错误，

将一个原本该放到分母上的百分比放到了分子

上，导致结果相差巨大。7月15日，攀钢钒钛放量

封住涨停。目前，银河证券的最新研报将其目标

价调整至56.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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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定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 18 :00 至 2011 年 7 月 25 日 12:00 对电脑系统进行升级。 期间将暂停部分业

务和服务，现将对湖南地区客户的影响列表公告如下：

�������停业期间，您如有紧急业务需求，敬请垂询我行客服电话 4008879952（免费）、95566，

或到我行网点咨询。

我们对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将努力缩短暂停服务的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

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二○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湖南省分行所有网点

非湖南省分行网点

（信用卡除外）

湖南省分行 ATM

非湖南省分行 ATM

（信用卡除外）

自助终端、电话银行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家居银行

商户消费 POS（信用卡除外）

跨行汇款还款等业务

金融 IC卡业务

第三方存管、银期转账交易

7月 23日 8:00-7月 25日 12:00

7月 23日 8:00-7月 25日 12:00

7月 21日 18:00-7月 25日 12:00

7月 22日 18:00-7月 25日 12:00

7月 22日 18:00-7月 25日 12:00

7月 22日 18:00-7月 25日 12:00

7月 22日 15:00-7月 25日 12:00

7月 21日 18:00-7月 25日 12:00

7月 25日 8:00-�12:00

（如您有转账需求，建议提前一个交易日安排转账）

业务与服务 暂停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