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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600833怎么操作才能把亏
的平回来？12.52元的成本，谢谢！

李安：亏损原因是不止损，目前大
盘环境， 散户应该空仓放弃交易。
600833不创新低即不破8.23元， 等待
反弹吧， 反弹的高度视行情而定。“平
回来”要看大势给不给力。

天道酬勤：000609怎么样？ 成本
11.33元。

李安：现在不赔就是万幸，所以最
好是割肉清仓。

山涧小溪：600740后市如何？
李安：反弹往后可能继续向下。
奋斗2：300087怎样操作？能买吗？
李安：股价过24.4元可做多，压力

位28.4。目前大势环境，我宁愿放弃。
无影：002202现在可以买进吗？
李安：目前大盘环境，操作成功概

率较低，没行情何必“攀缘”。
追随涨停板： 帮忙看看600115怎

么操作？
李安：现阶段要强行操作，尽量选

择002或300打头的股票（看下涨幅
榜），即流通盘在2个亿左右的较适宜。
而600115的流通盘为26.62亿。

地量非二次探底成功标志

当日沪市创下了自去年7月2日以
来的地量纪录，市场人气惨淡，显露无
遗。对于市场的极度缩量，三湘股王争
霸赛选手左焯认为， 这种缩量的状态
透露出目前市场缺乏增量资金的关
注。

“周二市场的涨幅还是相当可观，
而且个股几乎呈普涨局面， 但是却无
法吸引新增资金入场， 说明场外资金
完全作壁上观。”左焯表示，不少投资
者都把地量视作一个见底的标志，“因
为地量意味着做空动能的萎缩， 之后
有可能产生反弹。 所以有些投资者认
为周二的缩量可以看作是二次探底成
功。”

不过左焯认为周二的地量还要从
另一个角度来观察，“2008年10月市场
创下1664点新低时， 成交量也极为低

迷， 但是能够感觉到场外资金已经有
试探入场之心， 只等更加明显的信号
出现，所以1664点才顺利成为了铁底。
现在则似乎不同， 成交量虽然在极度
减少，但未来还有没有更低？说不准。
我们很难看到场外资金跃跃欲试的动
作， 却很清楚场内资金在冲高反弹后
是要‘出去’的。”因而他认为，不能单
纯把周二的地量看作二次探底成功的
标志。

小盘股发狠
周二A股市场共有23只股票涨停。

如果仔细观察这个涨停榜， 会发现有
一个明显共同点：小。

“在成交量极度萎缩的日子里，
‘独’有最小市值者才能享有‘丈夫’的
待遇。”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谢林峰指
出， 涨停股中流通市值最大的为宁波
韵升， 它也是唯一流通市值超过百亿

的，剩下的超过10亿的仅仅四家，而它
们都不到50亿， 再其余的则都是十亿
以下的袖珍品种。

谢林峰表示， 结合创业板一枝
独秀的局面不难发现， 这种小盘股
独自为战的局面确实可以让特定指
数出现强劲的发狠飙升行情， 但如
果没有真金白银的量能相助， 主板
指数的低迷震荡局面只怕是无从改
观了。

他认为，在极端缩量的情形下，小
盘股所产生的机会要远大于大盘股，
甚至是中盘股， 这其中已经超脱了估
值的障碍问题，“创业板、 中小板两个
小市值板块已经如同脱缰野马一般的
向上攒动， 造成的背离是近期最强的
一次，足可以证明即使是无量反抽，小
盘股自救心态更加坚决也更加容易成
为多方标的。”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无概念可炒，看换手率买股票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8月23日)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十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袁林 -0.1 17.1 75 100 仟源制药
2 杨林高 2.32 12.8 10.6 100 冠昊生物 星星科技
3 吴镇南 0.12 0.34 -8.7 14 海信电器 华资实业
4 韩嘉 0.76 0.03 -16 98 瑞贝卡 冠农股份 成城股份
5 谢林峰 0 0 -22 0
指数 上证指数 1.52 -2.8 -11
同期 深证成指 1.18 -4.5 -9.5

股市表情

A股市场隐现地雷

惊

2010年以来，上市公司整体存货总额逐
步攀升。不过，今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整体来
看， 尽管上市公司存货总额同比大幅增长，
但存货周转率并没有明显降低，部分行业的
存货周转情况还有所好转。这表明存货激增
尚未引起企业资产周转情况的恶化。 据统
计，截至8月22日，沪深两市已有1367家公
司披露半年报。在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及不
可比因素后，1246家公司今年6月末的存货
合计达到1.42万亿元，同比增长38.2%，比今
年初增长18.9%。 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手持存
货11.4亿元。业内人士指出，4月以来制造业
PMI指数持续下滑，投资者普遍对三季度库
存压力加大感到担忧。

一些在上一季度还报出不错业绩的上
市公司在中报一下子跌入了谷底，其中ST狮
头以159倍的降幅居首位。股价曾在6、7月份
诡异大涨后又大跌的ST狮头，因搬迁停产而
致使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64亿元，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出现巨大降幅。排在第二
至第十位的变脸个股分别是： 平高电气、大
成股份、敦煌种业、ST宝利来、索芙特、西仪
股份、锌业股份、斯米克、*ST力阳。

中报十大变脸王曝光

囧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
国忠近日表示，这次全球经济不会重蹈2008
年金融危机覆辙，经济底部已经逐步浮现。
美债收益率如此之低， 美联储是否实施第
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已不再那么重要。
至于全球经济与股市是否到达底部时，谢
国忠称，“我还是维持原来的观点， 标普调
降美国债信评等只是反映一种现实， 并不
是新闻，因此，经济基本面不会出现什么改
变，也不会比2008年时更加糟糕，底部正在
逐步浮现。” ■记者 邓桂明

乐

2008年金融危机不会重演

“量”小非君子，无“独”不丈夫？

选手操作

热点分析

本报讯 素有“国家队”之称的社保基金
正紧锣密鼓地为80亿元信用债组合遴选管
理人，并提出“封闭5年累积30%收益率”的
目标。

对此正在发行的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
券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沈涛表示， 截至8月5
日，3年期企业债的到期收益率已达到6.0%
左右的水平，在此背景下，社保基金为这80
亿元信用债投资额度提出“封闭5年累积
30%收益率”的目标，应是经过慎重考虑和
计算的。

从2002年5月至2011年5月， 以每三年
作为一个理财周期，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分
别为-30.02%、223.67%和-20.09%；同期信
用债表现稳健，中债综合财富指数收益率每
个周期内均保持正收益， 分别为5.43%、
9.11%�和12.39%。数据表明，以信用债为主
的债券投资品可能是穿越牛熊较好的投资
品种之一。 ■记者 杨斯涵

以信用债为主的债券投资
表现稳健

纵然周二沪深A股上涨家数达两
千之多，涨停板也超过20家，也未能
带动市场资金进入股市的热情。 周二
大盘成交量继续萎缩，反弹至5日均线
处即受阻。选手余栋梁表示：“目前，基
本没什么概念可以持续炒作， 个股行
情大多为隔日游。 我只有看着换手率
的龙虎榜，跟着主力快进快出。”

余栋梁：行情尴尬紧跟机构动向
虽然天气火热，但股市寒风频袭。

余栋梁与许多投资成功人士一样，在
行情不好的时候选择出去旅游， 放松
身心。他表示，期间虽然错过了一些小
幅的反弹行情， 但也避开了大幅回调
带来的损失。

而近期他持有的大龙地产一直处
在底部横盘，震荡幅度并不大。周二他
乘反弹行情将其全部出手， 转而投向
更受机构和游资欢迎的亚夏汽车。

“大盘如果继续反弹，那么必须要
有较大量的配合， 但目前并未有大量
资金入场。 而如果继续下跌， 那么
2400点则岌岌可危。”余栋梁认为，现
在的位置很尴尬， 操作难度很大。因
而，只有跟着机构资金动向，选择一些
小盘股进行短线操作， 尤其是受游资
喜欢的次新股，才不至于被深套。

周二， 余栋梁发现亚夏汽车的换
手率已连续四个交易日排在前列。“自
16日开始一直有主力机构在买入，换
手率均超过了20%。 既然主力都这样
看好该股， 那么市场的游资跟风可能
性很大， 后市看涨的几率也随之加
大。”

不过，余栋梁也表示，绝不能太过
贪婪，因为在近期的行情下，主力做多
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烈， 因此当以快进
快出操作思路为主。

曹红海：处超跌底部割肉无意义
近段时间因忙于处理家里事务，

曹红海错过了最佳止损时机。 截至周
二收盘， 其持有的九九久已损失超过
两成。

“经过前期大幅调整之后，该股已
处在底部震荡调整阶段， 所以现在割
肉意义已不大。”他表示，争议许久的
“新能源汽车界定标准”终于在近日水
落石出。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具有锂
电池概念的九九久来说， 无疑是一较
大的利好。“加之目前大盘受外围因素
影响的程度逐渐减弱， 因此该股出现
反转的可能性将大增。” 基于此判断，
曹红海决定继续持股待涨。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周二，上证综指上涨1.52%，这是近30多个交易日以来，沪市的最大涨幅。不过如此喜人
涨幅，却是在市场缩量的情况下取得。当日沪市单边成交632.1亿元，这是沪市自去年7月2
日创下2319点低点以来的最小成交，地量纪录又一次刷新。一边是股指的缩量上涨，另一边
以中小板、创业板为主的小市值独占市场风头，周二共23只股票涨停，其中有18只是中小板
和创业板股票。因而有投资者笑称，现在市场是“量”小非君子，无“独”不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