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基本上是5连阴，2437点以来
的反弹最终的表现形式是弱反，这通常
属于下降途中的反弹。尤其是周四沪指
跌破2437与2507点相连的短期上升趋
势线后，缩量向下突破已经确定，一旦
2500点失守，2437点将受考验。

市场进退两难
银河证券分析，目前市场仍在夹缝

中徘徊， 一方面上市公司业绩尚可。从
已经公布的两千多家上市公司的半年
报显示， 今年1至6月合计实现营业收
入可比数据较去年同期上升26.27%；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可比数据
较去年同期增长22.69%。 这充分反映
当前经济仍然维持着较好的增长水平，
整体市场的低估值将给予股指支撑，从
而有效地封杀了市场大幅下跌的空间。
另一方面， 市场环境并未有大的改善。
央行扩大存款准备金率计提范围，在政
策信号上还没有出现相对宽松的信号。

而新股发行上，本周已有7家公告发行，
下周又有长城汽车、中国水电等大盘股
排队发行，扩容压力依然较大。

总体而言， 目前市场进退两难，做
多犹豫不决， 买入后短期无利可图，而
做空由于估值水平较低， 斩仓于心不
忍。虽然尚不到全面做多时机，但在目
前位置如果选择一些盈利性较为确定
的低估值上市公司或成长性较好的行
业细分龙头逢低买进，风险已经不会太
大。

突破下降通道前应节约“子弹”
著名财经博主徐小明认为，日线来

看，下跌并没有结束，最近的下跌周期
可能会持续 15天左右，上周已经跌了6
天，所以日线如果持续阴跌的话，第9天
附近将见到重要低点，级别很大。而空
间上， 低点的空间位置应该在2405点
附近。而以上判断的前提是最近出现连
续的下跌周期。 如果近期是强势的，并

不遵循上述的规律。周线来讲，空间的
波动幅度并不会很大，最差的话还要坚
持一个月左右，然后会完成一个周线级
别的大的调整周期，起点将会在今年形
成，所以不要放弃希望。

在操作上，其实并不难，没有必要
去等到最后的低点的出现，有时候低点
就像2319点一样，是瞬间形成的，那太
难以把握。持有的，安心持股。

也有市场人士分析，从技术形态上
看，上证综指今年4月开始至今一直运
行在一个下降通道中。 如果将3067点
与2826点连接，可以得到一条压力线，
目前压力位在2700点附近；而将2610
点与2437点连接， 可以得到一条下降
通道支撑线， 目前支撑位则在2360点
附近。在没有突破下降通道之前，投资
者应该注意节约每一颗子弹。2400点
左右将再次迎来赚钱良机， 关键是能
否事先控制仓位、 留足银子、 果断抄
底。 ■记者 邓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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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35离 1.62独居白领丰满靓丽
不想婚姻只交友 13308451267

名校师生、上门辅导
82545092湖大师大家教

家 教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通程律师集团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票 务

在家上班 轻松创业
外发纯手工加工业务， 免费提
供材料和工具上门收货付款单
位家庭个人均可接产。 编辑详
细地址姓名和邮编免费寄资料
13240766668www.cchoh.com

厨卫电器省代理转让
太阳能、厨房电器、空气能三种产品
有销售网络，因另有事业发展低价转
让 0731-82127252、18673505717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银色之森化妆品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IC卡，号码：5617050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左右东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一张，
代码：55303711-0，声明作废。

爱心驿站婚友
女 36离未育美女私企老板房车具备
征 50 下有孩结婚男 13142019199
女 42离部队转私企老总高品味高收
入房车齐征有情男 13187046918
男 55 离孩成家政府公务员待遇好经济
佳独住房征 50 下女 18274806324
男 57丧个体房车齐无不良嗜好厚道
实在征城乡不限女 15274974699
交友女 35经商媚娘靓车宽房曼妙风
姿不想婚约盼激情 13469453938
交友富姐 40离实力强房车齐性感迷
人 交 有 情 趣 浪 漫 男 18975895901

南京旭鼎投资
投资领域：房地产、制造业、农
业、矿业等流动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诚信高效。 诚聘各地代理
提供项目 www.njxuding.com
025-66017309 18994020396
地址： 南京市江东北路 307 号
滨江广场 6楼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妇科

由万例手术无事故妇科熊主任亲诊

�������������元包干（含三天输液、免
彩超、心电监护、常规化验等）

无痛终止妊娠：
380
国家专利“BBT”技术

专业治疗：宫颈糜烂、宫颈炎、子宫肌
瘤、白带异常等各种妇科疾病（免阴道
镜检查费） 宫颈糜烂治疗费优惠：I 度
300 元、II 度 380 元、III 度 480元。

822965500731-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借款炒股 13808412461
日息万五，随借随还，低门槛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工商代办 82284857

牌圣牌具 13873193166
租
售扑克牌九斗牛分析仪
批高清隐形博士伦变牌器多功能一体
麻将机。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407房

搬家 回收

转让 出租

旺铺转让
韶山南路红星建材市场临街旺
铺转让。 15974102999陈先生

代办各种正规发票
13627494255税务咨询

工商代办 82147786
15111152628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鬼手千王牌具 13357229900
麻将一打三包胜， 烂牌也能自摸，
扑克变牌发牌控牌认牌神出鬼没。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招生 招聘

全 省 招 商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
焊工、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楼

千王牌具13487564225

娱 乐 设 备

王者牌具
最新斗牛、 三公扑克分析仪不限
场地自动热能感应庄闲绝杀，高清博
士伦眼镜看清所有扑克麻将，化
学变牌一摸即变安装四口程序机。
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A 座 1602 室

15111263016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理财 代办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财福投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新建项目等。 028—68000198

客户经理、讲师
专员。 84533500平安保险诚

聘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无敌字牌开门
授徒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商翔
驾校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
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
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驾 校

婚介 声讯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公 告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联助英语考哈佛等
速提英语成绩或速悉 1 万英语词
法口语，考哈佛清华等 89799919

航美投资
专业投资公司面向湖南地区寻
找优质项目投资合作， 个人企
业均可，合作方式灵活。
电话：025-81589994

小雪女 28 岁温柔漂亮觅健康男
圆我美好心愿 13657939921亲谈

男 51岁身体健康为人热情有涵养
转业军人现经商丧偶至今未遇良
缘觅朴实传统体贴的女士携手后
半生有孩可！ 13798526569亲谈
温柔女思思 29 岁高雅大方靓丽
丰满特寻健康有缘男交往圆梦
有缘助发展 15270385353本人

凯尊投资
企业各类项目投资（房地产、制
造业、矿业、农业、在建项目等）
区域不限，诚信高效，无前期费用。
诚聘各地区代理提供优质项目。
025-83708298 15850516520
网址： www.njkztz.com 南京市
丹凤街 19号恒基中心 A 座 309

《本人征婚》 转业军人男 49 岁丧
偶自营生意为人随和脾气好觅善
良贤惠重情女士相伴（有孩我会
做一个好爸爸）13928420600亲谈

激情交密友真诚择偶找红姐 82526566

遗失声明
长沙凌云电子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4 年 4 月 19 日核发的工商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三本，注册
号：4301001002155； 另遗失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及 IC
卡，代码号：27496353-3，另遗失
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沙金昌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
年 2 月 21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
照正本一本，副本二本，注册号：
4301002016898；另遗失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代
码号：18388504-X，声明作废。

臻藏世家湖南分公司
诚聘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
可达 1 万元以上， 生熟手不限，免
费培训带走加工。 电话：83589883

想告别单身吗找林姐 13187318525

遗失声明
长沙市湘绣协会遗失由长沙市开
福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 、 副本各一本 ， 证号 ：
430105661668235, 声明作废。

本报9月4日讯 百度日前召开一年一
度的百度世界大会，百度创始人兼CEO李
彦宏发布了全新的百度个性首页。

据了解，这是一年来百度“最秘密、最
重要的”创新产品，网民只要成为百度的
注册用户， 就可以在传统的搜索框下，增
加导航通知、实时热点、应用、新鲜事四大
模块。 ■记者 贺齐

留足银子，等着在2400点抄底
本报9月4日讯 记者今天从黄花国际

机场获悉，黄花机场T2航站楼内共配置有
34台新型多媒体公用电话机，旅客可用这
种话机免费拨打市话3分钟。

以往旅客要在机场使用公用电话，必
须先买IC电话卡。新型公话机解决了旅客
的燃眉之急。黄花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种公用电话还能提供免费上网、 股票行情
查询、天气预报查询等多项增值服务，且配
备了残障旅客服务电话， 方便残障旅客使
用。 ■记者 朱玉文

黄花机场可免费打市话

本报9月4日讯 青岛灵山湾国际拉网
节9月2日在胶南水城拉开帷幕， 整个拉网
节将历时一个月。开幕式当天，上海大世界
基尼斯验证官现场见证了这多达1000人
的拉网活动，并对这一申报“最多人参与的
单网捕鱼活动”进行认证。在现场，“圣元爱
心公益计划”也同时启动。 ■记者 朱玉文

青岛国际拉网节开幕

百度个性化首页
全新面世

周一估市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上上周铜价有冲高回落的态势。经
过前期的低位徘徊，上上周的伦敦铜开
始向上攀升， 一度达到过9200美元/吨
的高位，但是，世界经济前景暗淡的不
利消息多次从市场流出，打击了投资者
的热情，铜价也开始从高位滑落。预计
本周可能继续下滑。

上上周农产品走势分化。美豆11月
合约的突破行情得到有效验证，其后市

上探1636.6美分的前期高点的可能性
较大。连豆粕在短期调整结束之后 ，有
望迎来相对强势的上涨。M1205合约
关注3380支撑位，建议多单逢低建仓。
白糖期价则重回均线之下，短期仍然维
持弱势，建议逢高适量做空。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总体来
讲不容乐观，欧美市场经过短期的强劲
反弹，可能再次经历新一轮下跌。投资

者需密切关注基本面和外围市场的变
化，保持偏空思路，顺势而为。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铜价本周可能继续下滑
德盛期货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