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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恺 430111199105222116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怡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国土红线图，声明作废。

声 明
长沙宜源机电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原公章作废，已启用
新公章，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长沙雅院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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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映华
电话：18688708843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盈安安防科技经营
部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6188701，声明作废。

杨扩军 43010319510429251X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佘衡 43010319671209151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盛灿伟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5601232019，声明作废。
盛晶晶 43010519880506202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同林金属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万方电子器材经营部遗
失税控发票一张， 发票号 00135456，代
码 143001110128，声明作废。

张明遗失机车驾驶证， 证号
0810806008； 谢飞遗失机车
驾驶证，证号：280800033，以
上证件声明作废。

周洋遗失失业工作证，证号:
湘 A00000243993，声明作废。

怀化消防支队王曾健警官证遗失，
证号:潇湘 30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都邦保险公司吉首支公司遗失
下 列 单 证 ， 保 费 发 票 :
1304600800008393；都邦合家华
(A)，07000205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云金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股
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白学发 电话: 18673188383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湘湖渔场南明
苑时速风标 1010房

■记者 李庆钢

近日苹果成为证券市场上最热门的词
语。 由于苹果公司的业绩和股价同步大涨，
仅仅一家公司的市值就已达A股总市值的
13%。在如此良好态势之下，股神巴菲特和
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却齐齐卖出苹果公司
股票。 这两位国际投资大师为何“逆流而
动”，对于A股投资者而言又有何启示？

去年年底就卖了“苹果”
据媒体报道，“股神”巴菲特与金融大鳄

索罗斯双双减持了苹果股票。 相关文件显
示， 巴菲特2011年第四季度减持了苹果股
票；同时，截至2011年第四季度末，索罗斯基

金管理公司持有的苹果股票也已降至9.5万
股。 不过苹果的股价似乎并未因此受到拖
累，截至今年2月14日收盘，苹果报价509.46
美元，收涨1.36%。

在减持苹果股票的同时，巴菲特增持了
IBM和英特尔的股票。而索罗斯减持苹果的
同时增持了大约25.88万股的谷歌股票，至
25.99万股；增持了62.26万股的雅虎股票，至
71万股。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
在苹果公司如日中天之时，巴菲特和索

罗斯这两位投资的泰斗却减持这样一只看上
去“金光灿灿”的股票，背后有何深意？

中证投资徐辉认为， 此举印证了华尔街

的一句谚语———“树不会长
到天上去”， 意思是没有只
涨不跌的股票。“每家公司
的业绩增长都会有一个顶
峰，过了这个顶峰，公司就

会逐步进入一个下降通道，相应的公司股价也
会逐步回落。在巴菲特和索罗斯看来，苹果公
司应该已经到了顶峰，股价回落不可避免。”

资深投资人士李布维则指出， 两位大
师的减持举动对于A股投资者有极强指导
意义。“即便是苹果公司这样有坚实业绩支

撑的股票，巴
菲特和索罗
斯一旦判断
股价已到高
点，也毫不犹豫地抛售，那么对于靠概念和
传闻炒起来的这些股票， 比如之前疯涨的
ST股和触屏概念股， 更是只能昙花一现。”
他直言，不管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还是普
通投资者，如果不能意识到“树不会长到天
上去”，都将面临股价暴跌的风险，“之前的
重庆啤酒就是例子”。

苹果股价正在飙涨，巴菲特、索罗斯却双双减持

股神们抛了“苹果”，为什么?
中国股民得好好学一学：
“树不会长到天上去”，有涨必有跌！

2月15日，沪深股市低开高走，在权重
板块和题材股共舞的带动下，再创反弹新
高。自1月6日反弹以来，上证指数涨幅已
超10%，期间有不少个股反弹走势相当强
劲， 但对于被深套40%以上的散户们来
说，这只是杯水车薪。长沙股民老朱就是
典型的“套中人”，去年下半年21元买进的
时代新材，损失最大时接近了50%，尽管
如此，他仍然坚信这些钱“总有一天会涨
回来”。

老朱“入套”的时间要追溯到2011年6
月下旬。当时，时代新材回调之后形成一波
反弹行情，似乎有重回“牛股”行列的突破
迹象。入市多年的老朱心动不已，在时代新
材股价涨到21元时，全仓追进了该股。

“股价起初是向上拉升的， 没想到涨
到23元左右时陡转直下，一度跳空下跌。”
老朱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套了20%，“只
好持股等待反弹了，自此之后股价便一蹶
不振， 中途出现过短暂反弹， 但力度有
限。”

进入2012年， 随着大盘的逐步反弹，
时代新材也开启反弹攻势，目前已有10％
左右涨幅。老朱说，他收回了部分损失，但
离解套还远得很。2月15日，大盘创出年内
新高点，时代新材股价也顺势攀升了近三
个点。但老朱还是被同事揶揄了一番：“他
们说，我持有的时代新材要解套，起码还

要半年时间。”
对这样的说法，老朱并不在意。“反正

我只投了一点点钱在里面，目前也不着急
用钱，还可以‘耗’得起。我想，总有一天会
涨回来的。”老朱这样的观点，已成为不少
散户的共识，他们认为这是被深套时最好
的出路。

“套就套呗，我有时间，耗得起！”

2012年1季度已经过半， 国内家电行
业议论最多的莫过于“高库存”这一话题。
由于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家电上游
库存压力陡增，无论是合资品牌还是国产
品牌，都在纷纷寻找出路，以找到解决“高
库存”问题的办法。

苏宁电器本周起将启动为期三周的
“清库行动”，可谓是顺势而为。通过大单
采购，缓解上游厂商库存压力。

为什么苏宁大手笔资源投入启动换
季清库行动？

一、2012年家电行业上游面临的库存
压力凸显， 但是苏宁电器整体经营平稳增
长，全国门店数量已达1750家，仅湖南地区
就有46家门店，居同行业之首。作为全国连
锁最大的销售渠道， 苏宁此次通过自身的
资金优势向各大上游制造企业采购高库存
商品，通过领先的渠道优势将其消化。

二、2011年全年， 国家推出以旧换新

等一系列扩内需政策使中国家电企业的市
场重心由国外转向国内， 导致家电上游高
库存压力。此外，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结束
前夕，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透支了2012年初
的一部分家电消费的潜力。

三、苏宁此次的清库活动，一定化程度
上也加快了样机周转率， 调整季节性商品
结构。家电新品扎堆上市，消化老库存给新
品腾地儿就在所难免。

苏宁渠道调控作用凸显， 厂商携手放
量清库存

据悉，春节假期结束之后，苏宁电器便
启动了全国大单采购计划， 此次销售库存
产品均属厂家正品行货，并包含2011年底
上市的新品。

此次苏宁的惠卖活动时间从2月17日
开始持续3周，高达上千台的样机资源将在
苏宁电器各卖场集中投放， 最低1折起售，
给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实惠。

多重因素致家电库存高位，苏宁启动全国清库行动

2012年2月14日13：30， 巴中2.6亿巨
奖得主终于现身福彩兑奖室！中奖彩民是
一位中年男性，身穿一件棉服，陪同他前
来的还有一位他自称是他铁杆朋友的人。
领到奖金后，中奖彩民主动捐款1000万元
回馈社会。

在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两
位彩民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办理了所
有兑奖手续和捐赠手续，随后又由银行和
省福彩中心的专人陪同到银行开据了转
账支票，尔后离开，整个兑奖过程前后用
时仅1个半小时左右。 兑奖过程中并没有
很多人猜测的紧张感，而是充满了轻松和
谐的氛围，巨奖得主也十分友善。

该巨奖得主表示，中奖是他买彩票多

年的回馈， 中了大奖自然也应该回报社
会，他愿意捐出1000万元，并请省慈善总
会将1000万捐款代转给南江县民政局，定
向用于南江县的贫困儿童及孤寡老人的
救助，希望为家乡人民做一些贡献。他还
表示， 回去后将自行做一些善事帮助他
人，更多地奉献自己的爱心。随后，四川省
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现场为该巨奖彩民办
理了相关的定向捐款手续。 据了解，该
1000万捐款为全国第四大彩票中奖捐款。

“很感谢省福彩中心的精心安排，比
我想象的还要安全和轻松。我也祝愿四川
彩民能中更多的大奖，不过一定要保持良
好的心态，轻松投注，快乐中奖！”离开福
彩中心之前，该
巨奖得主留下
了深深的感谢
和祝福。

■湘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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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国内基本金属小幅高开，盘中小
幅拉升，尾市小幅回落。操作建议：前期多
单逢高离场，以短线交易为主，设好止损。

周三郑棉早盘窄幅震荡， 尾盘小幅回
落。郑棉1209合约收小阴线，期价上方受到
均线压制，短期内或将继续向下调整，关注
22000一线的支撑，操作上，观望为主。

IF1202合约周三小幅低开，盘中冲击
到2579.6点后，受平仓盘影响期指震荡回
落，报收长上影线的中阳线。成交和持仓
环比大幅减少， 资金移仓 IF1203合约，
IF1203合约成交和持仓环比大幅增加。现
货沪深300指数周三小幅低开， 报收中阳
线，成交量环比大幅增加。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大盘日Ｋ线
报收中阳线。 如果周四大盘不再连续上
冲，需注意短线仍有反复的可能。后市密
切关注消息面和量能的变化及半年线
2600点附近的压力。

周四操作上建议趋势投资者多单观
望，随时做好止盈准备，日内短线投资者
可高抛低吸，注意止损。

建议趋势投资者多单观望

四川双色球巨奖得主领走2.6亿元 捐款1000万元

经济信息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王娇对老朱的
观点并不认同。 她坦言，2008年曾有过这
样的想法，结果却让她很郁闷。

王娇当年“中招”的股票是中体产业，
“我一直幻想奥运会概念能带来一波新行
情，没想到让我欲哭无泪啊！”在她吃进该
股之后，仅出现一波非常短暂的行情就开
始下跌，不久跌幅累计达80%。

自此之后，王娇开始总结自己的操作
理念。她发现，大多情况下，股价跌破了20
日线就有极大的几率进入一个大的下降
通道，所以她把这条线称之为“生命线”。
“炒股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 原则就是金
钱。”她认为，一旦持股股价跌破了“生命
线”，就应该坚决出货。

■见习记者 黄文成

原则就是金钱
选手观点

期货日评股市众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