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6日，中国质量领域最高
政府性荣誉———首届中国质量奖
在京颁出。工程机械行业唯一进入
8家实地考察阶段的企业中联重科
最终获得提名奖，国家质检总局局
长支树平向中联重科高级总裁张
建国颁发了证书。

按照中央部署，中国质量奖下
设质量奖和提名奖，每两年评选一
次，申报企业必须质量领先、技术
创新、品牌优秀、效益突出，主导品
牌产品的国际及国内市场占有率
处于行业前列。因此该奖项含金量
极高，争夺也极为激烈。

凭借在“质量领先、技术创新、
品牌优秀、效益突出”四大标准上
的全面领先，中联重科得以在工程
机械诸雄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进
入实地考察阶段的企业，最终赢得
提名奖。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庆钢

中联重科
获首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 湘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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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方：今日投资

周一大盘大幅下跌， 量能放
大，30、60、250日均线都已失守，预
示短线大盘调整趋势已形成，而
MACD技术指标的死叉，技术上也
将制约大盘反抽空间。大盘将震荡
回落，寻求120日线支撑。

多方：金证顾问

从市场整体的形态来看，2150
点附近或许立即将对股指构成新
一轮支撑。 随着股指的进一步下
移，大盘走出头肩底形态的概率也
就逾大，目前“头肩底”形态已经初
步成型。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黄文成 整理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橡胶厂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
码 J5510000369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飞鸿电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
门店机构代码证遗失，声明作废。
步行街分店:代码号:663954315。
枫林路分店:代码号:663958631。
小吴门分店:代码号:66631310X。
蔡锷路四分店:代码号:66632137X。
东塘二分店:代码号:668581052。
步行街二分店:代码号:670754100。
东塘旗舰店:代码号:770051154。
中山路专卖店:代码号:779006085。
蔡锷路一专卖店:代码号:779006093。
蔡锷路三店:代码号:779042270。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

李斌峰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编号：宁土合
（2007）第 031号，声明作废。

湖南有线长沙网络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地税发票 1本，发票
代码:243151340011，号码:
50004626-50004650。 其中
50004633-50004650剩余 15张
没有开出，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莉遗失护士职业证书，编号：
200843013110声明作废。

长沙正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
5595395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姚琦，军官证遗失，证件号码:
广字第 057345号，声明作废。

肖湘斌身份证号 431223198710
114014遗失湖南尚仁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2013 年 12月 06日开具
的混凝土搅拌车购车发票,厂
牌型号:BJ5252GJB-5,产地:北
京市昌平区,发票代码:143001
220660,发票号码:00205456,
金额:400880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久民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15043019841219271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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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还剩11个交易日，挑哪只股赚钱
A股迎来岁末收官之战，盘点六大板块投资机会

平行盘整 8.7%

会上涨
54.7%�

会下跌
36.6%�

… 牛熊论剑又到年末，想抓住“冲刺”机会的股民
不在少数。尽管大盘指数不给力，但各类
题材的个股表现却非常活跃，因而市场对
于今年A股的收官战寄予很高期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集结了在湘多
家券商的观点，品评收官之战。综合来看，
农业、高送转、家电、食品、国企改革、医药
等板块很有希望“掘金”。

今年以来， 在种植与林
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农业
服务等相关板块均有领涨的
牛股。 如种子股隆平高科、登
海种业等，其走势几乎独立于
市场行情。收官战中又有哪些
个股最值得投资者关注？

日信证券黄亮表示，回顾
近五年以来陆续出台的一号
文件， 都将政策聚焦于农业，

而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一号
文件也将继续涉及生态农业
以及土地流转等改革热点；加
之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也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
战略，把整个农业板块提升到
了一个新的政策高度，都利好
种子行业。

重点个股：中农资源、登海
种业、隆平高科、正虹科技等。

家电股中不仅仅多出短
期“疯牛”，还有不少家电股
还是长期大牛股， 如格力电
器、青岛海尔。

黄亮认为， 由于经济持
续低迷原材料价格处于历史
低点， 家电行业利润在今年
出现同比回升， 大部分家电
企业估值处于较低水平，随

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临近，
提升了市场对于家电行业未
来业绩的向好预期， 而明年
各地又将迎来保障房交付高
峰期， 这也将直接带动家电
的购买力。

重点个股：青岛海尔、格
力电器、 老板电器、 美的集
团、美菱电器、小天鹅A等。

政策扎堆“助燃”

作为A股中最为传统的
炒作概念之一， 高送转总是
投资者到了年末时最为津津
乐道的概念。今年尤为突出，
11月份云意电气大涨136%、
奋达科技大涨130%。

从高送转炒作特点来
看， 主要有三个阶段： 猜谜
期、兑现期、填权期。“目前已
经过了猜谜期， 接下来的兑
现期在一季度将宏大展开，

届时将有上百家上市公司会
公布10转10。”国金证券高远
表示， 兑现期主要是在业绩
预披露、年报出台、除权除息
日等三个时点， 期间会涌现
大量的新一批的高送转牛
股。

重点个股：顺网科技、新
界泵业、特锐德、东方国信、
鼎泰新材、通达股份、帝龙新
材、科远股份等。

高送转 潜伏兑现期行情

农业股

行业“前途无量”家电股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年底
来了就得置办年货、准备团圆
饭，而这对于食品饮料行业来
说，将是全年的销量高潮。

“今年下半年我国CPI稳
中有升， 随着年末逐渐到来，
我国将迎来传统的二节，CPI
有望进一步走高，食品价格有

望继续攀升。”黄亮表示，以往
消费类个股均会因为其防御
性容易在年底受到资金青睐，
而随着今年白酒行业遭遇寒
冬，食品股将成为资金炒作的
首选。

重点个股：湘鄂情、全聚
德、伊利股份、青岛啤酒等。

年货年饭促消费食品股

医药板块

如果说， 上述各大版块
都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菜式，
那么国企改革概念股则是A
股为投资者奉上的一道全新
的收官菜肴。

高远认为， 改革股之所
以需要重点关注， 因为新的
牛市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
面改革决定引领下的改革新
牛市。国企改革、资源品价格

改革、破除垄断改革、区域规
划改革等等各项措施有望在
2014年或其后出台， 而股市
是敏感的， 一定会有反应。上
海、广东、重庆、新疆等发达或
特殊的区域，都是地方国资改
革有望涉及的。

重点个股：锦江股份、锦
江投资、 上海电气、 上海机
电、自仪股份等。

未来或“多点开花”国企改革

年底来了， 大家都少不
了要应酬，吃嗨了、喝高了也
容易生病， 因此在家中备上
一些急救药品非常有必要。
同理， 在目前A股趋势并不
明朗， 再加上年底资金紧张
的影响， 市场免不了会出现
较大的波动， 因而作为避险
功能强大的医药股， 是谨慎
派投资者的不错选择。

对医药板块， 中投证券

张占峰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
部分估值合理、 中长期成长
逻辑清晰, 业绩成长确定的
优质个股，可逢低配置，中线
布局。

重点个股：新华医疗、三
诺生物、 京新药业、 汤臣倍
健、红日药业、凯利泰、誉衡
药业、和佳股份等。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黄文成

大势不妙时可避险

12月15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2013147期开奖。 双色球第
2013147期开出的红球号码为02、15、
16、17、19、30，红球大小比为3∶3，三区比
为1∶4∶1，奇偶为3∶3。当期红球开出一组
三连号15、16和17，一枚重复号30，一枚
跳号16，无同尾号开出，其中红球02已经
遗漏19期，蓝球则开出08。

当期双色球头奖18注， 单注奖金为
654万多元（含加奖55万多元）。二等奖开

出132注，单注金额20多万元。我省彩民
喜中2注，中奖地址为：永州宁远县桐山
街1号43117021站点1注，怀化新晃龟市
乡43124218站点1注。

计奖后，奖池金额为1.17亿元，下期
双色球游戏将按照“523派奖”规则派奖。
同时， 双色球3亿元派奖已开展23期，还
将继续派奖7期，每期派奖1000万元给一
等奖。爱心创造奇迹，梦想改变生活！在
下期开奖中，彩
民朋友将有机
会幸运中得单
注最高1500万
元的一等奖。

双色球还将连续派奖7期 巨奖静待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