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号绞肉机创新低

股市羔羊：现在入市合适吗？
潘国微：完全可以。但是，要分批建

仓，投资目标建议为业绩稳定的绩优蓝筹
股、十元以下的低价股、大家最不看好的
股票等。

生命苦行僧：300155安居宝前期巨量
怎么看待？现在可以进去吗？

潘国微：300155安居宝前期巨量，个
人看法： 主力与相关机构借用不超过人
民币1亿元的并购题材炒作。有很大的拉
高出货之嫌疑。 个人觉得不建议投资该
类股票。

蓝天：600613后市如何操作？
潘国微：600613后市如何操作， 主要

取决于你的投资思路。短线投机；建议这2
天坚决清仓；中长线投资；不建议投资该
类股票。

牛牛：600833后市如何？
潘国微：600833后市如何，这点没有

人知道。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思路
进行投资。是短线投机；建议买强势股；
中长线投资； 建议投资业绩稳定的绩优
蓝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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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受央行或将适当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和新材料“十二五”规划将亮相的两大利
好刺激， 周三大盘大涨45点， 重拾2500
点。在个股行情中，最为抢眼的莫过于涉
磷矿概念股。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陈悦持
有的六国化工强势涨停， 最终获利
9.94%，成为特别赛季首位抓住涨停板的
选手。 不过他表示：“概念炒作仅仅是概
念，并无太多实质性的东西，所以一定要
‘Hold住’。”

陈悦：获“厚礼”，但不能贪多
在中秋即将来临之际，陈悦终于在周

三获得一份“厚礼”———其持有的六国化
工因涉及磷矿概念而强势涨停，并为他挽
回了一部分前期因割肉所造成的损失。

其实，按照陈悦的操盘计划，差一
点就错失了该股的涨停板。“自8月创新
低后，该股逆大盘而强势反弹。当我介
入时，该股已是处在相对高位。因此，我
只打算赚几个百分点，在周三就出货。”
陈悦表示，不过，周三早盘并没有高开，
而是在短期横盘后，迅速拉升。这说明
后市“有戏”，因而没有选择出逃。

“六国化工是磷化工的龙头企业，
加上新材料‘十二五’规划将亮相的消
息刺激，走强也是大势所趋。”陈悦认为，
近期受市场低迷影响，热门概念几乎很
少，所以一旦有可炒作概念，游资便会
蜂拥而上。进而给震荡行情带来了一些
短线投资机会。

不过他也表示，并不会持股太长时
间，若周四一旦出现回踩，那么立即出
走，待回调到位再介入，“概念炒作一般

只是概念，并无太多实质性的东西，一旦概
念过后，回调是必然的。所以一定要‘Hold
住’，不能贪多。”

赵小军：趁反弹建仓触底反弹股
在特别赛季仅剩三个交易日之际，赵小

军终于出击建仓，头一只标的他选择了去年
5月上市的和而泰。在大盘的带动之下，该股
涨幅超过了3%。不过，赵小军建仓的位置相
对较低，他是在17.2元附近买入的。因此当
天获利接近6%， 轻松坐上了三湘股王争霸
赛的“交椅”。

“特别赛季即将结束， 而之前行情一直
非常低迷，做短线风险相对较高。而周三终
于出现了反弹， 于是趁机介入。” 赵小军表
示，按正常的操作，目前行情还是非常不适
合短线操作，但为了能拿到罗杰斯报告会入
场券，冒点风险也是值得。

周三，市场走得很让人感到欣慰，小
幅高开之后，缓缓形成窄幅震荡之势，到
收盘时，大盘上涨1.84%。在连续下跌之
后，这是大盘近期最给力的一次，但多方
并不领情，保持观望状态。

【多方阵营】
倍新咨询：后市反弹将震荡展开

周三两市延续周二尾盘的走势，纷
纷高开， 之后有所回落， 收盘前快速上
攻。两市的市场热点明显增加，个股几乎
全线反弹，下跌个股仅仅一百余家。板块

方面，磷化工受益整合大涨，带动化工板
块走强，轮胎股集体上攻。金融股特别是
券商板块午盘前快速拉升， 其他权重股
大都企稳反弹。展望后市，反弹可能震荡
展开，后市仍可逢低吸纳。

【空方阵营】
宁波海顺：中阳线后又是一地鸡毛

周三，两市大盘在银行、券商等权重
股的带动下出现了明显反弹， 个股出现
普涨，股指站上5天线，但是量能依然欠
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市场的反弹不
错，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分析，后市依然不
能过于乐观， 中阳线的出现很可能是后
期将加速调整的标志。 我们认为此次反
弹只是一次反抽， 既然是反抽那么时间
不会很长， 反倒我们认为当前的反抽为

后期的调整拉出了空间，一旦反抽完成后期
市场的调整将有望加速， 那么到时候2437
点很可能下破，个股将又是一地鸡毛。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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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9月7日)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特别赛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陈悦 9.94 10.5 100 六国化工
2 赵小军 5.62 5.62 99 和而泰
3 胡南斌 6.69 1.4 95 浙江富润 登海种业
4 潘国微 1.16 1.24 99 齐翔腾达 路桥建设
5 吴镇南 0 0.04 0
同期 上证指数 1.84 -2.3
指数 深证成指 2.16 -3.2

中国石油似乎已经成为A股市场的
头号绞肉机。近期市场寒气逼人，跌跌不
休的中石油9月6日早盘便进一步下挫，一
度触及9.55元， 如果不考虑复权因素，股
价在盘中已创出历史新低。在中石油神话
破灭， 给投资者带来的创伤越来越深之
际，12家机构以及众多公众投资者在
“2011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中都认为，中
石油“最需提升社会责任”。

■记者 邓桂明

网友VS选手

高手访谈

双重利好引爆行情，请“Hold住”！

股市表情

大盘给力 ，多方却不上场助威

■制图/王珏

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1
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旅游市场趋势预测
称，今年国庆期间，国内旅游收入将达
1450亿元，比去年增长25%；人均旅游
消费将达480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459
元。业内人士分析，受此利好因素影响，
旅游行业三季度业绩将持续提升。

据悉，8月份以来， 旅游市场持续火
爆，旅游股表现活跃，中国国旅、华天酒
店等涨幅明显。

上半年，多数旅游上市公司都交出
了靓丽的中报成绩单。Wind数据显示，
在23家旅游类公司中，有15家公司净利
实现增长，其中，西安旅游业绩增幅最
大，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880.99万元，同
比增长110239%。

海通证券测算，10-11月旅游板块

跑赢大盘是大概率事件。中投顾问高级研
究员高博轩也认为， 即将来临的中秋、国
庆双节，有望成为旅游板块走强的阶段性
催化剂。在业绩提升预期及旺季因素双重
影响下，旅游板块在三季度跑赢大盘的几
率较大。

从旅游产业链来看，旅行社、宾馆类
公司处于上中游，收益情况好于下游的景
区类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告诉记
者，旅行社的业绩增长主要依靠出境游的
拉动。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今年国庆出
境旅游人数将达220万， 出境旅游人数保
持稳定增长。“消费者往往会选择品牌好、
实力强的大旅行社，这给国旅、中青旅等
大公司带来相当可观的出境游收入。”上
述分析师认为。

■据中国证券报

旅游股：三季度有把握跑赢大盘
热点分析

专药专治，前列腺有救了
医圣经典奇方 □上清下补 □三焦同调 □独家独方 □治不过月√ √ √ √

不开刀、不复发，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尿滴
白、尿滴沥、男性功能障碍、急慢性尿道炎、膀胱炎、血
精、头昏、耳鸣等一吃就好……创造这一奇迹的是前列
圣方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曾创造上市 3 个月就挽
救 12.5 万名男性"生命腺"的奇迹。

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是根据民国初期名医廖一弘
（1873-1959）的"固精导浊方"化裁创新而成，融合了黄
柏、赤芍、丹参、桃仁、泽兰、乌药、王不留行等名贵药
材。这一经典药方源出于医圣的《伤寒杂病论》，并综合
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多种古人治"浊"、"淋"、和"癃

闭"的宝贵经验，全方用药精当，小巧精悍、力锐而专，
通过调五脏、理三焦、通补结合的整体施治，解决了生
殖系统免疫低下、细菌毒素淤积、下焦湿热受损这些根
源问题，从而达到治愈前列腺顽疾的目的。

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通过对人体的肝、肾、气、
血、精、津、液的调养与防治达到中医的临床辨证施治，
为国内首次中药整合提取，独家生产，能够在 60 天内
有效的治疗久治不愈的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 膀胱
炎、生殖障碍等男性疾病。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长沙销售地址：东塘楚仁堂大药房（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面）
指定销售地址：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湘潭：贵富康药号（市一中对面）
●衡阳：古汉大药房（南华附二院对面）
●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

●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委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
●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详情咨询：0731-82560233

哀

上市才短短两个月，“妖股”冠昊生物
屡遭游资暴炒，股价暴涨了3.4倍。本周一，
在A股市场遍地哀鸿的情况下， 冠昊生物
逆势成为当天唯一一只涨停股，股价突破
80元大关。周二，冠昊生物则迎来其上市
以来的第八次停牌。 据深交所龙虎榜显
示，参与周一冠昊生物“炒作”的，不见机
构踪影，都是清一色的游资。实际上，自7
月6日上市以来， 冠昊生物就屡遭游资持
续暴炒， 股价也俨然一只脱缰的野马。自
上市以来的44个交易日，冠昊生物就已有
20个交易日登上龙虎榜。其中，参与暴炒
最凶猛的，当属中信系营业部。

上市两月八度停牌
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