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三市场虽在尾市反弹，并且收成小
阳， 但是市场震荡寻底的周期特征没有
改变，多方阵营难以摆脱弱势地位，形成
被空方压制的局面。

【多方阵营】
华讯投资：
探底回升，周四将延续上涨

周三是8月的最后一天，是大盘月线
收官， 两市在早盘开盘后即呈现出震荡
回落的走势，从盘面上来看，周三早盘金
融板块护盘明显， 但前期强势股获利回
吐压力加大。 午后大盘走出探底回升走
势， 以创业板3002首的个股强势反弹，

但是大盘全天热点还不明显， 盘面依然
较弱。 大盘周三收一个带下影线的小阳
线，指数再次收复10日均线。短期来看，
有企稳的迹象。 周三有三大利好消息值
得大家关注：一是央行定向宽松，以应对
存准基数扩大； 二是房地产继续加强调
控和一线城市房价松动； 三是中报业绩
公布收官，整体增长20%。因此我们判断
大盘将探底回升，周四将继续上涨。

【空方阵营】
北京首证：
大盘弱势整理，短期不宜追高

周三市场震荡寻底的周期特征没有
改变。首先，市场成交量依然低迷，难以
支撑起银行股的持续活跃， 说明银行股
只是维稳，难以打开上升空间。此外，是
个股行情的活跃度较前期大大降低，尤
其是沪市， 目前不仅仅涨停板个股只有
一家，而且涨幅居前的个股较为凌乱，说

明市场的做多能量未能够形成合力。所
以，短线大盘难有大的作为。操作上，建
议投资者对于强势股不要轻易追高，不
宜满仓操作。 关注具有估值优势且基本
面优良的个股。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本报讯 由省福利彩票事业促进会
主办、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办的2011
年湖南福彩“福泽潇湘”摄影作品征集评
选活动8月31日开幕,�即日起至10月31
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原创摄影作品。

摄影作品的内容包括： 反映湖南
福彩公益形象及各类爱心帮扶活动；
反映湖南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设的福利
项目及其他社会成果； 反映湖南福彩
健康快乐的彩票文化、 福彩专业化规
范化形象建设， 以及社会各界支持福
彩、积极参与或踊跃购买；反映湖南福
彩系统从业人员积极工作、爱岗敬业、

热情服务的良好精神面貌， 展示当今
湖南福彩人的风采。

所有参赛作品都须将数码相片以
jpeg格式或者其他格式（压缩到10MB
以内），通过邮件或QQ方式发送到活动
组委会指定邮箱 fzxxsy@hnflcp.com�
或QQ号 13708610、2234672164�。参赛
作品单幅每人限定2幅以内，组照限定6
幅以内。彩色或黑白均可。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标注名称、文字
说明、作者姓名、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
照片说明文字要准确、简洁。活动不接
受合成照片、多次曝光照片和用电脑技

术人工修改制作的照片。活动详情请登
录湖南福彩网www.hnflcp.com或咨询
0731-84502114。

此外， 本次活动还会评出特等、
一、二等奖和入围奖。其中，设特等奖2
名，各奖2000元人民币，颁发证书；设
一等奖5名，各奖1000元人民币，颁发
证书；设二等奖10名，各奖600元人民
币，颁发证书；入围奖20名，各奖200元
人民币，颁发证书。所有获奖作品将在
湖南福彩网上予以公布。

■周丹

2011年湖南福彩“福泽潇湘”摄影大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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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收小阳，但多方回天无力

键键往事：请分析一下601179。
潘国微：技术形态、量能配合都较

好，建议持股待涨。
鱼儿水中游：600366可以进吗？
潘国微：破位下跌，建议出局观望

为好。
幸福小屋：帮忙分析一下000998？
潘国微：从短线来看，存在技术调

整的可能。建议短线投机，卖出50%仓
位；中线投资，建议继续持有。

笑笑：300093可以做中线吗？
潘国微：主要取决于你的投资风

格。稳健派，由于市盈率较高，波动
大，不建议投资该股票；激进派，建议
进行波段操作。

道路遥：600883能补仓不？
潘国微：由于大盘没有企稳，建议

不要此时补仓。耐心等等。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罗杰斯近期将空降长沙，参加“掘
金中国，发现湖南”大型投资论坛活动
的消息一经公布之后，不少读者纷纷通
过各种方式咨询活动详情。作为互动活
动之一的三湘股王争霸赛特别赛季，为
选手提供了免费与罗杰斯面对面交流
的机会。 而比赛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升
温。

特别赛开赛第二天， 随着竞争的升
温， 三湘股王争霸赛第一把交椅便“易
主”。选手胡南斌凭借近期大幅放量上涨
的登海种业， 迅速从新股王袁林手中夺
走第一名。

不过， 胡南斌选择登海种业并不只
为了争夺“掘金中国，发现湖南”活动的
入场券， 而是尝试改变以往投资风格进
行超期投资。胡南斌认为，投资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时的

获利， 而应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考虑。
“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的越来越重视，未
来农业股或将迎来一波大行情。 而在我
国农业科技领域，有两位科学家并称‘南
袁北李’，即袁隆平和李登海。”

“与他们相关的两个上市公司的隆
平高科和登海种业， 其股票均已走出前
期低迷的行情， 成为2011年上半年的牛
股。”胡南斌表示，而从技术面来看，登海
种业相对隆平高科目前回调得更为充
分，上升空间将更大。“所以，我选择了登
海种业作为长期投资对象。”

而对于罗杰斯报告会， 胡南斌也表
示很期待。

近期，常常出差在外的选手余栋梁，
对自己的股票账户关注相对较少。 而当
听说罗杰斯将来长沙参加投资论坛，他
表示，虽然目前排名靠后，但将从下周开
始，加快操作节奏，争取将收益率排名迅
速提升。

摩拳擦掌只为争夺入场券
胡南斌：追随罗杰斯投资农业股 余栋梁：为见罗杰斯加快操作节奏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16721816
网址：cj.voc.com.cn

掘金季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掘金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胡南斌 1.24 1.27 99 登海种业
2 贺雨露 4.26 1.2 99 塔牌集团
3 袁林 -1.6 1.13 27 北玻股份
4 黄双庆 0.64 0.92 99 阳泉煤业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福建水泥
5 谢先菊 2.53 0.66 100 新五丰

上证指数 0.03 -0.4
深证成指 0.47 0.22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8月31日)

同期
指数

网友VS选手

短线有碍 长线无忧
本报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长

期利率债收益率下降约15-20bp，短
期融资券收益率下降约30-40bp，而
众所周知的是， 债券品种收益率下降
将是债券价格上升的前奏。然而，目前
震荡的格局， 使得波段机会仍难以把
握，可谓是“短期有碍、长线无忧”。

万家基金进一步指出， 一方面从
目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 房价和物
价没有明显下滑， 经济基本面继续受
到打压， 未来经济增速和通胀都将有
望下滑， 货币政策继续紧缩的空间和
可能性都较小， 这些因素对债券基金
形成利好。 另一方面企业债虽开始复
苏，但风险尚未完全释放；转债处于估
值底部，但需等待供给压力缓解。所以
短期波动仍难以避免， 从居民理财的
稳健性出发， 建议投资者不妨借道分
级债基，优化投资长短收益。

记者观察发现，已于6月提前完成
布局的万家基金， 旗下添利分级债基
分别以A类（低风险份额）和B类（高收
益份额）满足不同风险承受。其中，风
险收益偏好较低的投资者， 可以利用
份额A类优先级份额收益现金相对稳
定、持续的特点，实现资金避险需求。
而份额B类， 则定位于通过融资增加
其投资资本额，进而获得超额收益、有
较高收益偏好的投资者。

■记者 杨斯涵

有王亚伟捧场的股票往往星光熠
熠，能走出一番独立的行情，但近日王
亚伟的神话似乎正在破灭！ 在公司基
本面和消息面平淡的情况下， 近日王
亚伟概念股却莫名其妙地大跌， 遭遇
其他机构砸盘现象明显。

重仓股美尔雅(600107)近三个交
易日莫名其妙大跌15%， 庞大集团
(601258) 近两个交易日也下跌了
11.54%。

中航电子(600372)也莫名其妙地
放量大跌，直至跌停板，成为两市唯一
跌停的个股。盘后信息显示，两机构大
举抛售中航电子， 不过王亚伟今年上
半年已经对该股悉数清仓， 也因此逃
过了一劫。

王亚伟概念股
3只大跌

囧

已过花甲的欧洲股神安东尼·波
顿在中国股市遭受挫折。近日，安东
尼·波顿管理的中国特殊情况基金割
肉减持其十大持仓股之一的霸王国
际(01338，HK)。

其后， 霸王日前推出的中报显
示，公司股东应占亏损近3亿元。这家
被“二恶烷”影子跟随了一年多的日
化企业公布的上半年业绩并不乐观。
霸王集团中报显示，2011年上半年，
集团总收入为4.4亿元， 较上年同期
下降了52.7%，而分销开支却同比上
升20%。 集团营业利润率从2010年
上半年的20%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
-82.7%。 ■记者 邓桂明

“欧洲股神”无奈割肉
乐

■制图/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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