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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财富大讲坛传授财富密钥，资深投资人士：

现在买银行股如同10年前买房

从上述情况来看， 虽说
我们不能100%确认牛市行
情来了， 但可以提前做好准
备， 重点关注一些未来机会
较大的板块。

李布维
银行股堪称白菜价

“绝对的超低价就是最
大的利好。股市里太便宜了，
就是好的题材！而现在A股的
大盘蓝筹股便宜得使人不忍
离去。”李布维在现场大声疾
呼，随着资金不断流入沪市，
流入主板，一轮“低价股大革
命”将爆发。

李布维进一步解释道，
就是攻打巴士底狱， 解放低
价蓝筹股， 重新弘扬价值观
念。 这样的大革命是观念的
改变，“穷棒子”会出头，穷光
蛋可变富，咸鱼可翻身。

哪些行业的大盘蓝筹股
机会最好？李布维坦言，从股
投资20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
便宜的银行股票， 堪称白菜
价， 加上金融改革的不断深
入，投资者一旦错过了这一轮
买入银行股的机会，那么以后
再也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银行
股了，如同10年前买房产。

周炼
看好机器人、电子板块

国联证券周炼认为主要
有两大主线值得重点关注。

其一是制造业升级，利
好工业机器人板块。 我国工
业机器人市场进入快速发展
期，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市场。其
次，“十二五”期间，工业机器
人成为发展规划的重点对象
之一， 自2012年起各项具体
政策逐步落实。

其二是新与芯的机会，
利好电子行业板块。 集成电
路规模达3000亿美元， 我国
实际自给率约 10%， 空间巨
大。 目前我国IC产业技术进
步明显， 未来十年将以产业
基金方式投入1万亿，行业迎
来历史机遇。 ■记者 黄文成

近两周来，A股出现了一波强势反弹，成
交量急剧增加，而且市场信心也逐渐显现出
恢复的趋势。此轮反弹以低估值大盘蓝筹股
为主打，那么接下来经过调整后，市场又将
如何，主要机会又在哪？8月3日，三湘财富大
讲坛第三课开讲，湖南资深投资人士李布维
和国联证券的投资顾问周炼在国联证券长
沙营业部与现场数十位投资者，针对未来财
富密钥进行了深入探讨。

经历了7月末数日的大涨后，沪指一度站
上了2200点， 不过8月1日却在尾盘出现了突
然跳水，指数重回2200点以下。那么这是否意
味着行情结束？后市将如何走？对此，李布维
和周炼分别从技术面和基本面进行了分析。

李布维 跳空缺口不破，牛市即确立

在讲坛上， 李布维回顾A股历次较大级
别上涨行情初期， 出现跳空缺口的情况。
1996年“512行情”启动初期，出现了多个跳
空缺口，如4月19日600.28-602.15点，4月24
日 的 623.77-630.52 点 ，9 月 23 日
805.53-812.31点。

此外，还有1999年“519行情”初期出现
多个跳空缺口；2000年2月14日“情人节”出
现 的 历 史 最 大 向 上 跳 空 缺 口 ：
1536.34-1583.58；2007年那波“世纪大牛
市”初期出现的多个缺口。虽然A股有“逢缺
必补”传统，但上述部分缺口甚至超过20年
时间都未能“回补”。 而在这些缺口形成之
后，股指往往走出了一波牛市行情。

回到当前股市，有投资者在现场提出疑
问：7月28日形成跳空缺口会不会“回补”？李
布维认为，7月28日，沪指大幅跳空高开形成
8个点的跳空缺口， 在随后3个交易日未能
“回补”，则要看3周时间内能否“回补”，3周
未能“回补”，则看3个月，而3个月没能回补，
其实已形成一波较好的行情。 李布维表示，
“跳空缺口未能‘回补’，意味着该位置就是
主力资金的底线，是重要的支撑位置。因此，
如果7月28日形成的缺口未能很快补缺，则
说明一轮行情的确立。”

周炼 行情中线向好

对于未来行情国联证券周炼认为，在基
本面多重利好推动下，A股此轮行情基本可
以确定为中线级别。

他表示，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是最为关键
的一点。 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其
中二季度增长7.5%。7月中国汇丰制造业
PMI预览值为52， 创下18个月以来新高，表
明经济出现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他还从资金角度进行了分析，“市场流
动性比较充裕，融资成本有望下降。上半年
我国信贷环境总体宽松，全年信贷有望超过
去年。7月2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多措
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为股市带来
较好的外部环境。”

除此之外，周炼指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也
将利于股市。 市场预期沪港通将于10月启
动，相关概念股票迎来估值修复行情；而优
先股试点推出有望增强商业银行资本实力。
蓝筹股ETF期权将推出的消息，也激发了蓝
筹市场的活力。

因此周炼认为，此轮行情启动背景结合
蓝筹股的强劲走势， 基本可以确立行情中
线依然向好。 他建议投资者做好秋季投资
策略， 在这轮中线反弹行情中获得较好的
投资回报。

【谈行情】 牛市基本确立

【论机会】
低价股将爆发 看空：民生证券

从走势看，2200点整数
关口的压力依然存在，后续
要关注蓝筹股能否轮动并
继续上涨，还要关注量能是
否持续放大。

看多：申银万国

从目前看，后市还有第
二波上涨。阶段性目标位在
2300点附近。投资者可关注
目前涨幅不多的绩优蓝筹
品种。 ■记者 黄文成

牛熊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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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站在互联网金融
前沿的华夏基金， 再次将
“功夫” 做在了行业前面。
近日， 华夏旗下的活期通
客户端V2.0版本绚丽登
场， 更互联网化的交互体
验、 领先的理财及生活功
能、 进一步提升的安全保

障， 成为帮助客户进行财
富管理和生活管理的移动
金融服务平台。记者看到，
活期通V2.0版本提供了
“即存即取” 的强大功能，
功能设计上， 资金存入后
应可立即取出， 可谓为用
户提供了一整套高效的现

金管理系统。 新版本还开
发了语音存取功能， 让理
财变得更有趣味性。 值得
一提的是， 目前活期通共
支持7家银行开户以及16家
银行存取， 是业内开户支
持银行最多的移动理财客
户端。 ■记者 黄文成

华夏活期通客户端全新升级便民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10000万股A股股
票将于8月5日在上交所市

场上市，证券简称“川仪股
份”，证券代码为“603100”。
该公司A股股本为39500万

股。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7798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0.19%。■记者黄文成

川仪股份明日在上交所挂牌操作提示

据天弘基金最新消息，
余额宝跨界牵手淘宝旅行，
又推出创新玩法了———而这
次进入的是旅行领域。7月28
日， 淘宝旅行与余额宝联合
宣布， 专为余额宝用户打造
的“我的旅行会赚钱”旅行专
场活动正式启动。在“边玩边

赚”专场活动中，消费者用余
额宝购买淘宝旅行的产品
后， 钱可以继续冻结在余额
宝账户中， 一直到旅行完
毕，“确认收货”之前，都可
以享受余额宝收益。此外余
额宝用户还享有专属的反
悔特权，下单购买旅行产品

30天内， 反悔退款或者改变
行程都是免费的。余额宝运
营经理廖熙春表示，此次跨
界牵手淘宝旅行，希望能够
借此将余额宝的应用场景
多元化， 能够在旅行方面为
余额宝用户提供更多更专享
的权益。 ■记者黄文成

余额宝跨界牵手淘宝旅行新品

近年来，到韩国旅游渐
成时尚，迷人的风景，精致
的美食，还有在这里上演的
那些浪漫爱情故事，吸引着
不少中国游客前往这个魅
力国度。

今年夏天， 湖南福彩动
物总动员携“韩流”席卷而
来。即日起，凡购买“动物总
动员”任意一种玩法，且单
票中奖金额在120元以上
（含）的，均可参与抽奖。中

奖者第一时间登录湖南福
彩网（www.hnflcp.com），
点击“2014湖南福彩‘购动
物总动员·送韩国五日游’
营销活动”链接，进入抽奖
申报平台，根据填报要求在
网站申报页面认真填写相
关个人信息（姓名、身份证
号、 联系电话）、 彩票信息
（玩法、期号、站点号、流水
号）， 申报成功即可参与旅
游抽奖。抽奖分三轮进行，8
月1日-10日、11日-20日、
21日-31日各为一轮， 每轮
符合抽奖要求的彩票只能参

加该轮的一次抽奖。
整个活动共抽取90张

幸运彩票， 第一轮30张幸运
彩票将于8月11日抽奖产生，
参与抽奖的有效票为8月1日
-10日期间申报成功的彩
票。双重惊喜，超值回馈，彩
民朋友心动不如行动， 让我
们一同去感受异国他乡的迷
人风景和浪漫故事吧！

“动总”携韩流来袭彩票

三湘财富大讲坛

活动类型：公益讲座
开讲时间：每周日上午9:00-12:00
活动地点：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
中路一段52号凯乐国际城三湘
都市报五楼
咨询电话：0731-84326299
互动QQ：64995063

华声在线长沙网
微信号：cs_voc

8月3日举办的三湘财富大讲坛上，资深投资人士传授炒股密钥。 记者 黄文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