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南斌：选股票请市场“帮忙”

作为第九季新参赛的选手， 胡南斌

在股市中摸爬滚打8年后，总结出了一套

很有特色的操作方法，即自己不选股票，

而是把这份工作交给市场。 他表示，“市

场选什么股，我才做什么股的。”

胡南斌表示， 市场一般选择三类股

票：一类是列入观察的，一类是必做的，

还有一类就是一定能赚钱的。 而他所指

的这三类股票，即为异动股、潜力股和热

门股。“这三类股票都是被市场所选择

的，都可以作为炒作对象的，不过，被市

场选择而出现异动的个股， 起初一般只

能观察，待上升走势确认后再介入。”

参赛第一天， 胡南斌持有的两只股

票分别属于热门股和异动股。 冠福家用

自今年4月份启动以来， 涨幅已超过

130%。胡南斌表示，该公司业绩预告显

示， 上半年业绩增长幅度为6550%至

7000%。近期其股价走势也相当强劲，那

么这类股票就属于被市场选中的股票。

但是胡南斌的主要资金“押”在了业

绩明显下滑的沧州明珠。“目前的大盘行

情处于震荡期， 像冠福家用这类已经有

过大幅上涨的股票面临较大回调压力，

不适宜重仓持有。”

胡南斌认为， 沧州明珠上周两次跳

空拉升后， 成交量并没迅速回落到启动

前的水平，而是维持在一个新的水平，说

明主力“偷偷”在吸筹建仓，那么该股成

为“必须做”的潜力股可能性就大增。

李安：超强水利股在跳水

安徽水利自1月份以来，一直横盘调

整，直至6月中旬才开始启动。上周五，李

安发现安徽水利近期走出漂亮的形态，

于是毫不犹豫追进，却不料追高即遇“跳

水”。

“安徽水利在我追进的前期已有一

波较大的拉升， 并且其均线形态成45度

向上发散。”李安表示，从政策面上来看，

国家今年对水利建设和保障房建设极为

重视， 目前对相关概念的股票业绩的影

响逐步显现出来，“安徽水利半年预期业

绩增长为350%以上，因此我当时并没考

虑大盘会不会出现结构性的回调。”

李安对于自己追高有些后悔。 他表

示，该股流通盘有3亿多，相对来说流通

股较大， 因而拉升后回调洗盘的可能性

也较大。不过，他暂时还不会抛出该股，

决定暂时“忽视”安徽水利的短期“跳水”，

等待后市拉升。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跌停板专业户： 请问900905

老凤祥B长线现在可否介入？

周建辉：长线不合适了。

麦格雷戈：600156华升股份

7.23元成本，后市如何？谢谢！

周建辉：基本面一般，后市应

该无表现机会。

沉.浮：请问600532华阳科技

后市怎么操作，谢谢！

周建辉：增发价格9.5元与市

价有差距，可以逢低买入。

投机倒把： 请问600293三峡

新材后市如何？

周建辉：基本面一般，后市可

能无太多表现。

蓝色汽车： 麻烦帮忙看下

002239金飞达，10.6元的成本。

周建辉：基本面一般，后市机

会不多。

兠衛： 请问601333广深铁路

后市怎样操作？

周建辉： 市价比账面价值要

低一些，可以长线持有，强烈推荐

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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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八年，发现“市场自己会选股”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九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袁林 1.27 6.77 29.19 50 华平股份

2 贺雨露 -4.2 3.04 7.931 10 中恒集团

3 周建辉 0 2.74 -24.7 100 中国北车

4 张强 2.35 2.49 35.43 100 大江股份

5 左焯 -0.3 1.03 -15.4 85 浙江广厦 南国置业

上证指数 -0.1 -0.9 -2.4

深证成指 0.1 -0.9 -0.2

同期

指数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7月20日)

九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9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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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过A股投资经验的投资者

都知道，中国股市经常出现阶段性投资热

点， 把握这些热点往往能够获益丰厚。对

于A股投资这种阶段性热点不断的特点，

诺安多策略股票基金拟任基金经理王永

宏表示，A股投资不能“一根筋”，应该针

对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基金的投资策略。

如何把握市场的运动规律？王永宏认

为可以采取“以变应变”的方法，将各家投

资策略的精华汇聚到一只基金上。

与传统的投资方法不同，量化投资不

是以个人判断来管理资产，而是将投资专

家的思想等量化在模型中，利用电脑帮助

处理大量信息，进行投资决策。理财专家

指出，量化基金的主要特点是将定性研究

的理论通过数量模型演绎出来，最大限度

地捕捉“标准”的投资对象。

■记者 杨斯涵

得益于欧美股市的大涨，A股小幅高

开，可惜好景不长，在跳空高开之后，指数

单边回落， 可见高开并没受到市场的认

可。午后股指止跌于2779点，可见60日均

线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从盘面感觉来说，市场缺乏明确的主

线，可操作性不强，大盘处于上下两难的

地步，成交量再度萎缩。对于后市，笔者认

为震荡仍是近期主基调，如果成交量继续

萎缩，没有新的热点出现的话，这种区间

震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鉴于目前可操作

性不强，建议投资者多看少动。

■长城证券 谭轲

中报行情如火如荼， 上市公司也陆续

对业绩提出修正。除却ST公司之外，预告

变脸幅度最大的公司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小

板。其中，西仪股份变脸幅度最大，从一季

报对上半年预计的变动幅度-30%~20%，

修正为下降1200%~1700%。

■记者 邓桂明

周三股市出现了高开低走的格局，

尾盘时虽有回升， 但还是以阴线收盘，

下跌0.1%。不过多方阵营的势头并没有

延续以往跟随大盘的情况，反倒逆势进

攻，抢占领地。

【多方阵营】

“玉名”：大盘有底，个股轮番上演

股民应该明白2745点是强支撑区

间， 也是6月初的密集成交平台，6月下

旬反弹收复了这里随即被反复夯实了，

这里基本上不会再跌破。同时今年2～5

月份间在2800点上方的重重套牢区，在

无持续大量资金入场的情况下，这里也

不 可 能 快 速 通 过 ， 因 此 沪 指 在

2745~2885点区间震荡的走势很难改

变， 行情就是在积累时间与量能去

“磨”，但这未必是坏事，对股民来说，这

明确的震荡区间中，你不必再去判断突

破或者破位了。

【空方阵营】

湘财证券：防范银行股领跌大盘

上证指数盘中下探到20日均线附

近获得支撑，上证指数下探2779点之后

的反弹可能是大盘破位下跌前最后一

个技术性高点。如果这样，上证指数直

接考验2750点以下的支撑位，防范银行

股破位领跌大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

适量参与中报预期较好的个股短线操

作。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大盘高开低走，多方逆势进攻

由于相关行业政策利好刺激，周三

开盘后，环保板块集体上攻。不过这支

政策利好“强心针”的作用却不够持久，

随着股指之后震荡滑落，环保板块的个

股也大多出现回调。

近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审议并原则同意“十二五”节能减排综

合性工作方案， 以及节能目标分解方

案、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研

究部署相关工作。

受此利好消息的刺激， 环保节能

板块开盘即整体上冲， 如中电环保以

涨停开盘，盛运股份、首创股份等逆势

上攻。不过这种“龙腾虎跃”的状态并

未持续太久， 在股指逐级滑落的压力

之下， 板块中的个股大多留下长长的

上影线。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谢林峰表示，

从国家有关政策来看，环保节能板块将

是一个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板块，不过

由于之前这个板块受到过度炒作，影响

了环保节能板块上涨的势头。

民族证券刘佳章表示，环保节能板

块周三的走势表明市场中的多头有心

无力。热点转换频繁的现象是多头反复

上攻的尝试， 之所以多头有心无力，缺

乏增量资金入场是一个重要原因，“从

去年10月、 今年1月以及最近的反弹这

三次明显的上涨行情来看，成交量呈明

显的递减趋势。 缺乏增量资金入场，市

场难以出现流畅的上攻行情，而类似周

三环保节能板块这样的短命热点还会

经常出现。”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环保节能板块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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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仪股份成为预告变脸之首

热点缺乏，大盘上下两难

A股投资不能“一根筋”

这两周的新股市场格外热闹。 本周

一， 主营桑拿设备的桑乐金正式发行;下

周二，专门生产扑克牌的姚记扑克也将登

陆A股市场。在去年下半年以来榨菜(涪陵

榨菜)、粉丝(双塔食品)、瓜子(洽洽食品)一

个个上市之后，如今，随着扑克牌、桑拿房

的陆续上市，A股市场又刮起一股“休闲娱

乐风”。有网友戏言，接下来应该轮到美容

美发、足浴、麻将陆续上市了。

乐

桑拿房冲进创业板

惊

机构放言

青啤还有7倍上升空间

银河证券刚放完卫星， 国信证券立刻

将接力棒抢了过来！周二，国信证券分析

师黄茂发表题为《青岛啤酒：成本见顶估值

见底销量给力2012年发力》 的研究报告

称，青岛啤酒市值还有7倍多上升空间！黄

茂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给予青岛啤酒“维持

推荐”评级，其理由共四点：第一，国内外大

麦价格出现见顶回落态势；第二，青岛啤酒

换帅促使销量业绩爆发增长，2012~2013

年仍有再融资可能； 第三， 行业增速创新

高，公司估值处于历史底部；第四，行业中

长期空间超过白酒，估值应有一定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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