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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自7月16日以来， 大盘周K线持续下
行，形成五连阴。如此之颓势下，三湘股
王争霸赛的不少坚持长线投资的选手，
都将资金撤出了股市。 然而也有几位例
外的选手，如股市“老顽童”吴镇南、周三
重新参赛的杨天行， 他们采取的策略是
以少量的资金进行试盘。不过他们表示，
目前试盘的感觉犹如“摸着石头过河”。

吴镇南：试盘绝不恋战
从7月底开始， 不甘于一直空仓的

吴镇南，开始转变一贯“持股一两年不
动”投资思路。把少部分资金投入股市，
尝试超短线操作。“拿出一部分小钱来
试试水，希望能摸索出一套超短线操作
方法来。”

截至周三， 吴镇南已用10%左右的
资金，操作了数只股票。基本都是头一
天买进，第二天抛出，即使有亏损也毫
不恋战。吴镇南认为，“目前不管是从基
本面，还是技术面，政策资金均不利于
大盘股市反弹。若无重大利好或者新的
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大盘将维持震荡下
行的态势。”

周二，吴镇南在华声在线精英博客
上写道，虽然从盘面上看，创业板走势
似乎很强， 但日K线技术指标却出现了
背离。因此有必要提醒股友提防创业板
出现诱多行情。

他表示， 虽然部分短线投资者可能
在这些板块的个股上尝到了一些甜头，
但绝不能贪多恋战， 一定要坚持快进快
出的操作思路。“因为， 我们目前还在摸
着石头过河， 并不清楚前方的道路将会
怎样。”

杨天行：练练手、换思路
选手杨天行在时隔两个赛季之后，

再次回到三湘股王争霸赛的赛场上。这
次她并未将之前的三十多万资金倾尽
投入股市，而是重新开了一个不到两万
资金的账户。她表示，当下的大盘走势
很不明朗，抄底建仓更是言之过早。

因此，她近期的操作思路将跟选手
吴镇南一样，采用少量资金进行试水。

杨天行在过去的数个赛季中，基本
是采取波段的思路，很少尝试短线超短
线操作。她表示，这次计划用这一小部
分资金进行超短线实验，尝试着调整一
下思路。“今年上半年在波段炒作紫金
矿业时亏损了近两万，这是自己炒股以
来亏损最为严重的一次。因此趁着现在
行情不佳的时候， 用一部分资金练练
手，试试盘。”

不过， 杨天行并未放弃选择自己熟
悉的股票来炒作的习惯。因而她在参赛前
即买进了康恩贝这只曾经持有超过数月
的股票。“虽然是在做实验，但还是选择自
己熟悉的， 股性又相对较活跃的股票，更
有利于成功找到适合自己的操作思路。”

芸萱： 请问高手对600997怎么
看？

易赛澜：煤炭股，较为抗跌，但
不能跌破17元一线，否则离场。

如果爱：000534怎么样？
易赛澜：强势股，但是前期高点

上的上影线太多， 如果不能有效冲
破前期高点，则不宜长时间持有。

跟你ξ不熟： 请问002104后期
如何操作？可以加仓吗？

易赛澜：走势太弱，还未摆脱下
降通道，不宜加仓。

sun&Λ?ων： 请教，600963、
600525后期如何操作？

易赛澜：600963处于下降通
道，不过已经超跌，可以等待反弹
再减仓。600525没什么特点，如不
能突破9.98元一线，则没有持有必
要。

幸福小屋：002548现在可以买
入吗？

易赛澜： 等待股指走稳之后再
做决定。

麦格雷戈：600210紫江企业，
5.62买入，请问后市如何？听说投资
太阳能。

易赛澜：后市不会太理想，逢高
减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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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操作

超短线试盘犹如“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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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 上证指数 1.52 -2.8 -11
指数 深证成指 1.18 -4.5 -9.5

网友VS选手

上交所金属市场周二小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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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盛期货专栏

道氏理论是期货技术分析的基础，它的主要原理是：1.市场价格指数可以
解释和反映市场的大部分行为。2.市场波动可分为三种趋势：主要趋势、次要
趋势和短暂趋势。3.交易量在确定趋势中的作用。4．收盘价是最重要的价格。

道氏理论的主要原理

期货知识

本报8月24日讯 自5月31日，步步高开
始了长达2个半月的逆势攀高，到8月15日股
价走到28.6元/股，逆增约32.9%，逆市走强
的步步高，昨晚披露中报：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1.53亿元， 同比增长45.20%， 每股收益
0.5673元。

据了解，步步高2009年引进以Noel为首
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在2011年帮助改造门店
收益同比增长达到25%，并且江西地区业务
首次实现盈利，瑞银证券、广发证券等机构
给出“买入”评级。

■记者 石曼 通讯员 王萍

中报给力,股价“步步高”

中报披露临近尾声，截至8月23日，
沪深两市共1507家上市公司发布中报
业绩，其中有53家公司提出了现金分红
方案(预案)，当中派现最慷慨的是穗恒
运A，年化股息率近15%；此外，长荣股
份和电科院均为每股派1元， 另有20家
公司每股派现也在0.3元或以上，成为今
年中报的“派现王”。

十大“派现王”浮出水面

赞
沪胶方面： 受原油和外盘股

市上涨提振， 周三沪胶主力合约
1201高开于33420元/吨，但由于
近期合成橡胶价格下跌较快，对
沪胶的支撑作用减弱， 沪胶维持
弱势震荡。 操作上建议观望或等
回落后逢低适量建立多单。

郑棉方面： 周三郑棉微幅高
开后维持窄幅震荡， 午盘突然发
力，期价大幅拉升，主力1205合
约涨415元/吨。 随着经济的慢慢
复苏、棉花现货价格企稳回升，纺
织业订单慢慢增加， 有利于棉花
市场购销的重新回暖。郑棉1205
午盘期价大幅拉升， 突破了连续
多日运行的震荡区间， 下一步看
期价是否能顺利突破22000这一

压力位，操作上，逢低做多为主，谨
慎交易！

期指方面：IF1109合约周三高
开，上午震荡整理，下午空头发力期
指跳水，报收小阴线，成交环比小幅
减少，持仓环比小幅增加。期指处于
贴水状态。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日K线收一根高开阴线， 成交量依
然低迷，说明场外资金没有入场，如
果量能继续萎缩， 大盘仍将继续筑
底；周线上，KDJ发散向下，MACD
绿柱加长，趋势仍将继续探底。关注
2780点区域的支撑及2850点区域
的阻力。 预计周四IF1109合约在
2760-2850点波动， 建议投资者短
线高抛低吸，注意止损。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7月6日挂牌上市的再生医学材料
龙头企业冠昊生物 (300238.SZ)成为最
近一个半月来最耀眼的“大牛股”：最新
收盘价较其发行价涨幅为339%，盘中最
高涨幅更是达到352%。热衷于“炒新”的
私募基金经理林雄平称：冠昊生物有两
大特质助推其股价飙升， 本身题材好，
具有朦胧美；盘子小，受游资青睐。所谓
“朦胧美”包括两重意思，首先，冠昊生物
所处生物技术行业是一个市场空间庞
大、想象空间很大的行业。其次，冠昊生
物在其他领域的实际竞争力还不清晰。

■记者 邓桂明

股市表情

本报讯 经历美债、7月CPI公布双重夹
击，A股市场一度创出年内新低。 值得注意
的是， 在创出新低当日，A股便出现强力反
弹。截至8月12日收盘，汇聚众多成长股的创
业板、 中小板指数涨幅高达 10.89%和
8.58%，创业板、新能源等板块资金净流入更
是位居排行榜的前列，成长股正蓄力待发。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A股市场系统性风
险的逐步释放，成长性机会已然活跃，近期资
金也逐渐从防御性板块向成长性板块移动，
一些聚焦成长股的理财产品有望借此“东风”
创造不俗业绩。据悉，于8月16日发行的富安
达优势成长基金更是强调重点挖掘成长股，
该基金契约规定， 其投资于优势成长类上市
公司的比例不低于股票投资比例的80%。

“成长是永恒的题材， 富安达优势成长
基金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策略，在转
型期重点挖掘出具备持续成长性特征、且有
核心竞争优势来保护其成长性的优质公司，
以追求超越市场基准，获取超额收益。” 富安
达基金投资管理部总监、富安达优势成长基
金拟任基金经理孔学兵说。

■记者 杨斯涵

富安达基金聚焦优势成长

本报讯 8月22日， 岳阳恒立召开董事
会， 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并推举了9名独立董事。

公司公告显示，岳阳恒立上半年营业总
收入6582万元元，同比增长14.61。营业利润
同比增长21.5%，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4。
每股收益-0.082元，虽然仍为负数，但同比
增长18.35%。中报显示，经营业绩的增长，亏
损的下降，有利于ST恒立重组上市。

“亏损下降对于恒立来说是好事， 我们
也求之不得，但愿重组方发力，实现公司早
日复牌上市。” 对岳阳恒立有深厚感情的股
民感叹道。 ■记者赵伟

岳阳恒立：
业绩增长复牌有望

本报讯 江苏国信集团欲投资100亿打
造“昭山晴岚”，这是湘潭迄今为止引进的最
大项目。8月23日，“昭山晴岚”项目的运作主
体———国信中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仪
式在湘潭举行。国信中南公司成立，标志着
“昭山晴岚” 项目迈入了实质性的开发运作
阶段。

“昭山晴岚” 项目位于长株潭两型社会
改革试验区湘潭市昭山示范区，项目总体规
划面积8平方公里，将成为与瑞士“蒙特勒”
相媲美的养生度假胜地，农业银行湖南省分
行在该公司成立仪式上签约给予国信中南
公司综合授信20亿元。 ■记者 赵伟

国信中南公司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