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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赛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贺雨露 0.22 �������13 ����100 江苏索普
2 杨天行 1.02 �������10 ������98 宏图高科
3 陈悦 4.59 �������7.2 �����100 华闻传媒 新华传媒
4 赵小军 1.84 �������6.4 ������99 升达林业
5 刘水强 0.59 �������4.6 �����100 中国石化 农业银行

中国石油
同期 上证指数 0.84 �������3.46
指数 深证成指 0.8 ������1.07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11月9日)

遗失声明
长沙县润通水利抗旱服务队遗失
2008 年 12 月 18 日由长沙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210000077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琳遗失护照一本， 护照号码：
G423433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春晓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11244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福分局核发的工商营
业执照副本（3-2），注册号：
430105000016484，声明作废。

受委托， 我所发布湖南省娄底市双
峰县年产 9 万吨煤矿资产转让信
息。 转让挂牌价格人民币 4810 万
元。 报名截止期为 2011 年 12 月 7
日。转让公告详见 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0731-84119391

黄小姐 84178699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11月 10日

娄底市双峰县年产 9万吨
煤矿资产转让公告

公告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1）雨
执字 1163-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将覃碧丽名下长沙市劳动东路 29
号 39栋 404房，证号：708063894
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先导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08 年 12 月 24 日核发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的 IC 卡，代
码：68282613-2，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激情交友应酬陪护 88825413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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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 声讯

遗失声明
湖南交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3049203，声明作废。

真情求缘女阿雪 28岁，体贴有爱
心， 肤白靓丽经济优特寻品正健
康有爱心的男士圆我美好心愿，
有缘共同发展 18797933323亲谈

男 53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多年，
想寻觅一位重情顾家传统善良孝
敬老人的女士为伴， 带老人孩子
均可电话 15013741222非诚勿扰

《诚盼佳缘》温柔女阿瑶 28 岁贤惠
识大体，高雅有涵养特寻，身体健
康品正的男士圆我美好心愿，有缘
助发展 18779331336本人亲谈

遗失声明
长沙华鸿酒店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8046802，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欧阳松原依法持有的国土证，编号：
长国用（2000）第 019462号，岳麓区
枫林路 9号省工商局宿舍。 根据岳
麓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0）岳执字 0871.872.873.874-2
号原国土证，声明作废。

女 33 岁丧偶独居漂亮贤惠会持
家， 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健康重感
情 有责任心男为夫， 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420983887本人接听

高素质美少妇 35离 1.65 自办公司有房
车不谈婚姻只交密友 15274865477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遗失国内公路运
输随车 行 李 物 品 定 额 保 单
AEYSVA2010Z50， 流 水 号 ：
43001000007904 一份，声明作废。

公 告

张红清遗失残疾证，身份证号：
4301021970050500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老君新能源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华容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6 年 8 月 25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623000005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雅姿服饰店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L3625812-9，声明作废。

龚敏 43010419821127062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科远烟酒行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510013323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联澳电脑商行遗
失长沙银行解放东路支行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13741001，声明作废。

黄进 43011119840723501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甘甜遗失残疾证：430105198806
09052143B1，声明作废。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周三两市高开，但在CPI数据公布之
后沪深股市下挫，跌破2500点，但午后沪
指在传媒、 环保等强势股的带领下继续
飙涨， 站稳2500点。 继前日大幅回调之
后， 传播与文化产业指数于尾市快速拉
升， 大涨5.7%。 本周这种上蹿下跳的走
势， 让擅长做波段的选手陈悦感到力不
从心。

陈悦：这次不仅是概念炒作
陈悦重仓持有的传媒股新华传媒周

二出现大幅跳水， 直接跌破了5日线，当
日的损失超过了4%，着实让陈悦感到非
常意外。因为，他在周一买入该股时做出
的判断是，最多回调到5日均线。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周二盘中以
‘两桶油’ 为代表的权重股突然发力，导
致文化板块的人气遭到打压， 回调幅度
扩大了。”陈悦表示，权重板块一旦启动，
势必要吸走一大批游资， 那么其他板块
必然会出现下跌， 传播文化板块自然也
难逃一劫。

周三传媒文化概念股没有延续前日
的低迷，尾市出现了多只拉涨停的股票。
陈悦认为，概念炒作靠的就是人气，离开

人气也就意味着概念的消失。 以往一些
概念炒作，一般都是短期的，不过这次传
媒文化概念炒作完全不同了。

“虽然近期出台的只是一些规划，
但是随着全国人大代表会召开的临
近， 关于推动传媒文化发展的政策也
将出台。”陈悦表示，而且这次国家已
把发展传媒文化提升到国家发展高
度， 这将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快速发
展。因此，传媒文化概念的炒作，将具
有较长的持续性。

陈悦表示， 接下来将围绕该板块的
个股，继续进行波段性操作。

吴维夫：周期投资只管“两端”
选手吴维夫对待传媒文化板块的走

强，与陈悦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一贯
坚持的投资风格是周期性投资， 用他的
话来说，那就是只管“两端”，不顾中间。

“我在把资金投入股市时一般都是
大指数的相对底部， 而抛出的位置则是
相对顶部。”吴维夫表示，他所做的主要
工作就是判断大指数底部和顶部位置，
把握好这“两端”位置，炒股就变得很轻
松。

因此参赛至今， 选手吴维夫仅仅做
过一次仓位调整。他表示，作为周期性投

资者，不会太多的关注板块的轮动，而做
出相应调整。“板块的轮动一般很难超过
一年时间，而指数周期往往是一到四年，
并且你在炒作的时候， 不可能次次都能
准确把握。 但周期性来讲， 就相对简单
了，底部与顶部各占50%的概率。”

网友VS选手

任翔：600652可以进了吗？
周建辉：业绩滑坡，逢低买入。
Daily�limit：600333怎么样？
周建辉：天气转冷，或有行情。
sun＆Λ?ων： 请教600963岳阳林

纸后市怎么操作？
周建辉：股价低于净值，逢低买入。
婕儿时尚：请高手看看600059怎样？

可以买进不？
周建辉： 目前价位不宜长线资金建

仓，可以短炒。
充满阳光：600070， 成本价11.65元，

什么价位补仓比较合适？谢谢！
周建辉：9元作业合适。
石雄：600811成本7.47元， 请问后市

如何操作？谢谢！
周建辉：概念炒作，不追高。

周三郑棉微幅高开后维持窄幅震
荡， 主力1205合约报收20305元/吨，上
涨35元/吨。虽然周三公布的10月经济数
据，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5%，
创五个月新低，短期对市场利好，但是棉
企交储增强，下游用棉需求疲弱，可能导
致现货价格进一步走低；此消彼长，郑棉
后市震荡可能性偏强。 郑棉1205合约继
续 维 持 震 荡 ， 价 格 波 动 仍 处 于
19800-20700之间，日内振幅趋窄，不宜
频繁交易。

IF1111合约周三小幅高开， 盘中大
幅震荡，一度下探2714点后震荡盘升，报
收长下影的阴十字星， 成交环比小幅增
加，持仓环比小幅减少。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日K线收一
根带较长下影线的小阳线， 大盘经过五
天强势震荡调整， 周三下午出现戏剧性
的反转行情，多方再次占据主动。消息面
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在短短四周时间内
三度释放微调信号，周三公布CPI同比上
涨5.5%，创五个月新低。在通胀回落趋势
逐步明确后， 货币政策正在着手平衡通
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逐步向市场
传递放松信号， 这对大盘资金面有积极
作用， 短线大盘有望维持震荡回升的格
局。周四关注2775点左右的压力及2700
点的支撑。

周四操作上建议投资者逢低做多，
注意止损。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期货知识

商品进入交割仓库有哪些环节

期货商品进入交割仓库有一下环
节：1.商品接运，2.商品验收，3.商品入库
和签发标准仓单，4. 标准仓单的注册，5.
商品过户。

帆船集团创始人被罚9280万美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1月8日发表声明称，

对冲基金帆船集团创始人拉杰·拉贾拉南因参
与内幕交易被判支付证交会9280万美元罚款，这
是美国历史上针对个人判罚最为严厉的一次。美
国联邦调查局的指控文件称，高盛集团前董事拉
贾特·古普塔在高盛集团和宝洁公司担任高管职
务期间获得了不公开的内部信息， 并将此提供
给拉杰·拉贾拉南。

上蹿下跳的文化传媒并非玩概念

郑棉走势震荡偏弱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股市表情

27公司拟再圈钱500亿
A股市场刚有起色，上市公司便迫不及待地

掀起了再融资的热潮， 仅11月8日便有七匹狼、
政通电子、 中银绒业等三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各
自的再融资计划。而统计数据显示，自10月24日
大盘反弹以来，已有27家上市公司推出了增发、
配股等再融资方案，另有8家上市公司在此期间
实施了再融资。拟募资总额高达501.22亿元。

■记者 邓桂明

大股东日均套现激增43.14%

囧

哀

近期，A股市场呈现反弹的局势，上市公司
大股东套现意愿出现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10
月24日以来沪深两市共有115家公司累计减持
6.09亿股，较9月21日至10月21日股市下跌期间
减持股份数上升1.87亿股，增幅为44.31%。根据
深交所发布的董事、 监事、 高管及相关人员持
股变动情况，10月以来总计有229人次减持中
小盘股，累计套现金额达到8.97亿元。其中，濮
耐股份、洋河股份和鱼跃医疗遭遇了高管密集
减持，套现金额均超过1亿元。

怒

11月3日，衡阳市石鼓区常胜中路彩票沙龙
08069体彩投注站喜爆顶呱刮“三重钻石”票种
25万元大奖，号码16为彩民朋友带来幸运！

据08069体彩投注站业主陈老板介绍，该
店顶呱刮销售不错， 许多彩民朋友来这里就喜
欢刮上几张，有的还喜欢带回去和家人一起刮着
玩。这次大奖得主就是在家里刮出大奖的，11月3
日上午特意来到该店询问了一下兑奖地址和兑
奖手续，在得到陈老板的介绍后便迅速离去。

顶呱刮兑奖和体彩其他玩法一样， 中奖
4000元以下在体彩投注站直接兑领即可，中奖
4000元至30万元须到当地体彩分中心兑领，中
奖30万元以上则要到省体彩中心兑领。 ■孙涛

衡阳彩民
在家刮出25万元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