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手操作

小散户组团炒股，果然人多力量大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赛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杨天行 -3.1 ������������11 �����98 宏图高科
2 贺雨露 -2 ������������8.4 �����100 先河环保
3 陈悦 -3.5 ������������7.1 �����100 华闻传媒 新华传媒
4 赵小军 0 ������������7.1 �����0
5 李亚平 0.38 ������������6.8 �����99 航天科技
同期 上证指数 -2.48 ������������1.09
指数 深证成指 -2.55 ������������-1.9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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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定办理注销手续， 请有关往来
单位、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来我
公司陈进（15973000366）办理结算手
续，特此公告。岳阳市钻石会所餐饮
有限公司 2011年 11月 17日

注销公告
受托，我所发布长沙市岳麓区新民
路口岳麓金融大厦（新民路 1 号）
701、702 号办公房地产转让公告，
建筑面积 1000.63 平方米， 挂牌价
格人民币 720 万元，报名截止日期
2011年 12月 14日。
详见：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9073153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11 月 17日

长沙市岳麓区新民路口
办公房地产转让公告

湖南省耒阳市仁义乡罗渡中学
在耒阳市仁义信用社开户许可
证 遗 失 ， 核 准 号 ：
J5547000172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唯芳机电设备商行遗
失中信银行友谊支行开户许可证
J5510013739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湖南省湘城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建湘里 1311房，
联系人:潘孝勇，电话 13755082222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极速空间动漫电
玩城拟在青山镇雷锋大道 218
号开办文化经营场所， 经营项
目：电子游艺，经营性质：个体，
经营范围:电子娱乐。 该场所法
定代表人：黄跃龙，性别：男，年
龄：32 岁，籍贯湖南。 按照国务
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经营场所
审核公示暂行办法的要求,对此
进行公示,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从
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
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局
窗口反映,我们将根据您的反馈
意见决定是否举行听证。
电话:0731-88060814

公 示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203142296

公 告 黎峰 432302196810010314身份证遗失
作废，2002年 7月 2日签发有效期 20年

李珊 432302196806220028身份证遗失
作废，2002年 7月 2日签发有效期 20年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宝食林家
菜馆遗失财务专用章,李希建私
人印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乐贝贝全网教育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印鉴章两枚、财务专用
章及（罗平）法人私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高速公路配套设施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贷款卡 ， 卡号：
4301000012486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华美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由岳阳
楼区国家税务局 2009 年 11 月 16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表正副本， 注册
号：4306026962271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宏诚轻钢活动板房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 9张，号码是 03132501-0313
2506，03132518-031325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健遗失人民银行核发的个人
贷 款 卡 ， 卡 号 ：
430100000067592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尤涛（432524197109080414）遗失
（2006） 职称外语考试成绩单 B 级
卫生类，分数 93分，声明作废。

张明彦遗失户口迁移证，身份证号：
452501198403207432，声明作废。

岳阳华美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由
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楼
分局 2009年 11月 10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000000536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洁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
2009 年 11 月 17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 税号： 湘国税字
4301056962148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八角亭诊所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证
号：43010376325431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庆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遗失，证号：
J5510011736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长沙尚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徐广平，电话：13707482287

注销公告

李布维：政策面支持行情发展
随着政策面有松动的迹象，李布维之前对

市场的悲观看法也在转变，“特别是大盘上涨有
量，一改之前的低迷，所以我开始做多。”尤其是
11月14日，大盘首次突破3067点-2826点的下
降轨道线， 李布维认为这仅仅是行情的开端，
出现一波可观的跨年度行情已成定局。

吴镇南：对跨年度行情充满信心
吴镇南则在行情初期就坚定看多。在

华声在线上，吴镇南连续发表《Ａ股有可
能走出独立上涨行情》、 等多篇看好后市
的博客， 他认为随着宏观形势的好转，股
市会向2900点上方进军，要对跨年度行情
充满信心。

周三大盘跌破2500点整数关口，让不
少投资者措手不及。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
胡南斌提醒投资者不要忘记现在已经可
以做空股指期货了， 下跌同样可以赚钱。
主力做空，我们也应做空。

已有十来年炒股经历的胡南斌，深
感小散户力量太有限。 在他看来， 小散
户在可以做空股指期货的环境下， 犹如
砧板上鱼肉，任主力宰割。因此，他召集
了身边的另外三位炒股的朋友， 组成一

个炒股小团队。
团队如同一个小型的股份制公司，

每个人都有分工， 有人负责搜集信息，
有人负责盯盘，有人负责操盘等等。“我
们不同于私募， 只是几个人联合起来炒
股， 各自的账户是独立的互不干涉，只
是聚在一起互相交流， 综合各方信息，
以提供操作借鉴和风险提醒。” 胡南斌
表示， 目前运行的还不错， 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

按照他们的团队运作模式，胡南斌参
加炒股比赛的账户，所持有的三聚环保在
周三早盘出现大幅跳水时， 便提前退场
了，很好避开了午后的大幅下跌。

胡南斌4人团队认为，“周三大盘遭遇
了多重的利空，尤其是国际板即将推出的
消息， 被主力充分利用来做空股指期货。
因此此时应迅速把股票倒出来， 保住本
金，为后市行情留足子弹。”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巨幅下跌前夜湖南多空两大对头同步看多

当针尖不再对麦芒，市场就会下跌？

吴镇南：创新高
在10月12日大盘刚刚出现大涨时，吴

镇南认为，从时间周期和技术走势上来看，
本轮反弹极有可能创出新高。 反弹的高度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反弹到3478点-3186点
的连线就止步， 另一种可能是突破这条连
线的压制，创出新高，达到3500点左右。

李布维：再寻底
“接下来整个四季度就是一个寻底的

过程，别说吃饭行情，就是喝汤行情也不
会有。” 李布维表示，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
小反弹，“高度大概就是在2500点左右。反
弹结束后，向下的空间更大，恐怕2000点
也不一定能抗住。”

走向一致：将出现跨年度行情

针尖对麦芒：创新高vs再寻底
李布维：获利盘与解套盘的共振
目前已经上涨了三周半，但是一直

没有出现像样的调整。 李布维认为，必
须让获利盘和解套盘进行充分的回吐，
才能重新展开上涨。

吴镇南：机构在调仓
吴镇南表示， 市场正在构筑头肩

底。 出现大跌主要是主力在调仓，“金
融、地产板块是周三的领跌板块，主要
是市场主力开始从这些大盘股向中小
板和创业板转移导致的。”

两人观点趋于一致，吴镇南表示并
非坏事。1996年沪指512点时，两人一致
看多，最后那波行情涨得很可观，“所以
市场中的观点一致也不一定就会引发
行情转折。”

不惧大跌：周三大跌仅是调整

大侠：000725京东方A该怎么操
作，谢谢！

周建辉：观望为宜。

我的最爱：002560通达股份后市
怎么如何？

周建辉：行业不景气，不利后市。

OK：请问002298鑫龙电器还可持
有吗？

周建辉：不宜持有。

花炮仙子： 请问可以持有000629
攀钢钒钛吗？

周建辉：可以持有。

虎虎牛牛： 600050中国联通，成本
5.96元，如何操作？

周建辉：回落补仓。

朵拉拉： 请问600470六国化工现
可补仓吗？成本12.61元

周建辉：不宜补仓。

网
友VS

选
手

对IT业投资保持多年警惕心的股
神巴菲特，忽然大举进入这领域，味道
不同寻常。巴菲特近日接受采访时说，
从3月开始一直买入IBM股票，截至第
三季， 已斥资107亿美元收购6400万
股，约占5.5%股份，旗下伯克希尔·哈
撒韦已成IBM最大股东之一。 全球IT
巨头的股价已攀至2000年以来新高
点，半年来科技泡沫论盛行，巴菲特是
在赌博还是另有所图？ 巴菲特的表态
有些罕见， 称IBM适用于他所有的投
资原则，他看好其未来表现。IBM的底
气可能是巴菲特投资的理由之一。100
年来，IBM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向未来
前进，站在创新最前线。

赞
A股跑出分红黑马

上市公司分红是近日热门话题。经
过统计筛选，发现目前最慷慨分红的上
市公司为九阳股份。这家公司2008年5
月16日上市后，年年高比例分红。2008
年10转9派8元， 股利支付率为35.5%；
2009年10转5派7元， 股利支付率为
87.5%；2010年10派5元， 股利支付率
64.10%。 今年二季报推出空前分红计
划：10派7元，股利支付率为194%。分红
超过每股收益近1倍， 这在中国A股市
场上可谓罕见。 公司董秘办负责人说，
“公司之前有留存利润， 因此可以进行
这样的分红。”

■记者 邓桂明

股
市
表
情

牛
股神逾百亿美元“豪赌”IT股

财经·互动

周三，股指遭遇反弹以来的最大幅度下跌，上证综指下跌62.80点，深证成指下跌
269.67点。而在前一日晚上，湖南最资深的两位投资人士刚刚达成一致，全面看多。

周三晚上，记者突然收到来自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吴镇南发来的短信，“李布维
也转变了看空的观点，认为近期将会出现一波跨年度的行情了，很好，我们的观点又
一致了！”此前，这两位湖南最资深的投资人士对于行情有着巨大分歧。

“行情在犹豫中上涨，在欢乐中死亡，在悲观中重生”，这是股市中一句人尽皆知
的名言，针尖不再对麦芒时，市场就会下跌？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