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三季度以来的A股市场可谓是风雨飘
摇，惊魂不定。据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大盘
累计跌去14.59%，仅三季度成交量缩水52%。然而，令人
惊喜的是，三季度以长信双利为代表的不少基金在弱市下
仍然表现出较好的抗跌性。

记者查阅数据发现， 今年上半年中小盘股一路狂泻，
导致重仓小盘股的长信双利表现一度不佳，在强大的压力
下，基金经理仍然坚持自己的投资风格。三季度市场风格
转换，长信双利显著受益，一跃成为领跑者。

长信双利基金经理钱斌表示，“下一阶段将坚持年初
以来的战略选择，继续弱化对周期性行业的投资，进一步
在非周期和中小市值公司中寻找结构性机会，重点布局前
期调整较大的零售、医药和TMT行业，并在上述行业中挖
掘具有成长性的优质股，为投资者谋求显著的超额收益。”

■记者 杨斯涵 实习生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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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汽车南站附近；
联系人：陈先生 13667378999

招 租
300-600 平方全
新钢管厂房招租

深圳市吉福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公 告

经长沙市湘江不锈钢厨房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南湖建材
新城 D3 栋 10 号门面 联系人：
罗意展 电话：15874225765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小妹电动车超市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年 4月 17日核发的工商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1056001568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原公章因使用年久现已破
损，从即日起启用新的公章，特此
声明。 长沙通程国际广场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声 明

李思洋集体户口卡遗失，身份证号
659001198305285417，声明作废。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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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戴兵遗失户籍卡，身份证号：
430725198209053616，声明作废。

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遗失外湘
春街 23号房屋产权证，权证号：
长房权 4直 012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圣奥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希
诺达税控器一台， 机器编号
0025000117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股
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应
当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
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591号名汇达 大厦 806房
邮编：410001 联系人：谭本平
电话 13707310015 长沙嘉里置
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

张立芳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2422196909112207，声明作废。

张星武 43012419950924001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骏良 430103199102282033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皓 430111197509212521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纯交友女 33岁高 164白领丽人肤白气质
高雅房车全找激情男友 15274865477

交友 声讯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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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男 34未 1.7市郊即将征收征农
村户口女 1330845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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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业务员、客服专员、兼职代办员，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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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明身份证号（4324011962091
65074）遗失港、澳通行证，号码：
K01306862。 钟美香身份证号
（432426196311301922） 遗失护
照，号码：G371710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一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周三上证综指上涨71.48点， 涨幅高达3.04%，并
成功突破2400点整数关口。 这是自去年10月15日之
后，股指的涨幅首次超过3%。

股指大涨形成了一根穿透5日和10日均线的大
阳线，而伴随着市场的大幅上涨，则是急剧放大的成
交量。当日沪深两市成交超过1500亿元，其中沪市单
边成交金额达844.4亿元， 是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所创
下地量的2倍多。

信达证券马佳颖表示，这根巨大的阳线与急剧放
大的成交量表示，这不是一次“一日游”的反弹行情，
“图形上看，这个放量长阳线意义重大，其一表明多头
终于肯展开反击，且进场资金逐步活跃，其次是双针
探底2320点后获得实质性支撑， 这让后期的反攻更
为有力。”因而他认为，大盘短线做多能量充沛，指数
有机会直接突破20日均线，持续震荡走高应可期待。

券商板块牛气冲天
当日券商板块领涨A股市场，所有17只券商股的

涨幅都在5%以上， 远远跑赢大盘。 对于券商股的走
强，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谢林峰认为，这反映市场开
始出现转机。

“券商股是一个与市场结合最紧密的板块。”谢林
峰指出，由于券商的收益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佣金，“而
佣金收入的高低与市场活跃程度密切相关。市场低迷
的时期，券商的佣金收入大幅下滑，这也是为什么券
商股下跌了如此长的时间。” 从券商股的K线图上观
察，自去年10月份以来，整个券商板块除新上市的券
商股之外，都处在一个下降通道中，可谓是市场中最
“熊”的品种。

“不过市场一旦转暖，这个与二级市场走势密不
可分的板块就会最先出现反弹，而且反弹力度也会最
大，这一点从去年9月的大反弹中表露无遗。”谢林峰
认为，周三券商板块的表现可以说明市场的反弹将会
有较强的持续性。

反弹初期最好选择超跌股
由于市场下跌绵延数月，人气惨淡，之前不少维

持强势的股票都在近来不断出现破位下跌的情况，因
而面对突然出现的反弹行情， 不少投资者战战兢兢，
“我们该选择哪些品种参与反弹？”

“选择超跌股最为稳妥。”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左
焯表示，超跌股经过大幅下跌已经把泡沫挤出，流通
市值也大幅缩水，它们上涨所需的资金也较少，涨起
来比较轻松。最近一个超跌反弹股的例子就是汉王科
技，该股在下跌了64%之后，在短短13个交易日内一
口气涨了47%，反弹力度可谓惊人。

左焯认为，选择超跌股，一方面可以避免踩到前
期强势股补跌的“地雷”， 另一方面由于下跌幅度巨
大，超跌股反弹空间也会相对较大。此外，他还表示，
除了超跌股之外， 券商板块也是一个很安全的板块。
由于经历了2001年-2005年熊市的洗礼，券商已经建
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 并受到监管部门的严密监控，
“出现经营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因而在反弹初期选择
这样一个板块应能取得不错收益。”

年内最大涨幅会是“一阳指”吗
最“熊”板块券商股雄起，参与反弹选择超跌股最稳妥

本报讯 今年以来持续震荡的市场环境，使以大消费
板块为主的稳定成长型企业成为机构投资者必争的“香
饽饽”。记者获悉，中海消费主题精选股票型基金10月10
日起正式发行。

该基金是中海基金旗下首只消费类主题基金， 根据
未来经济增长主驱动力向消费驱动转变的情况， 以消费
主题行业的上市公司股票作为资产配置与构建投资组合
的基础，进行主动的投资组合管理。

该基金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择个股，将
80%以上的股票资产投资于消费主题类股票，不超过20%
的部分投资于石化、机械、金属等排除在“消费”主题投资
行业之外的市场。

基金经理骆泽斌表示，“十二五”规划为未来我国消费
升级和产业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长期来看，大消费板块
将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上市公司。 中海消费股票基金将
借助相关板块的有利形势， 努力帮助投资者挖掘和寻找
到此类公司。 ■记者 杨斯涵 实习生 苏一文

中海消费股票基金发行

长信双利基金三季度最抗跌
昨日，沪深股市强劲反弹，上证综指以2420点报收。

新华社 图

周三市场迎来久违的大幅上涨，当日上证综指大涨3.04%，这是243个交易日以来上证综指的最大涨幅。而在这股强
劲的反弹中，券商板块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共有4只券商股涨停，几乎占整个券商板块的四分之一。而券商板块的抢眼
表现，也为投资者在未来的反弹行情指明了一条“快速通道”———超跌股机会足。 ■记者 李庆钢

喜
债券之王称正抄底中国股票

当全球经济滑落时， 利用恐惧赚钱也许是一个好
办法。比如鲍尔森通过做空次级债，一年狂进50亿美
元。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做空，情况又会变得如何？目
前，尽管全球股市市值已蒸发11万亿美元，但全球做
空仓位仍创下5年来新高， 其中看跌中国股票仓位为
4年来最高。面对巨浪般的做空潮，全球债券投资龙
头PIMCO就给出了狠力一击。 其新兴市场股票投资
经理玛丽亚·戈登称，目前市场估值真的非常便宜，我
们正选择性地买入中国股票。尽管如此，现在仍难判
断底部，尤其当全球经济正放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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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亏损企业也可创业板上市？

周二，一条题为《创业板或有重大改革：亏损企业
也能上市》的微博引起了市场高度关注。微博称，传管
理层正在讨论一个创业板的大改革， 即对公司盈利
无要求，亏损也可以上市，但上市要求较高，可能要
求有较高成长性，这类似海外模式。消息方称该消息
较为确切，草案正在讨论中。创业板重大改革和制度
设计均由证监会和深交所负责， 有记者就此向证监
会和深交所求证，对方相关负责人均对此予以否认：
按照现在的证券发行上市法律法规， 亏损的企业怎
么可能上市呢！ ■记者 邓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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