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指微跌， 全天波
动幅度也是近7个交易
日最小。 指数和风细雨
的运行， 与之前暴风骤
雨的剧烈涨跌相较，令
市场判若两人。 不过这
种温和的局面， 却给了
个股更好的表现机会。
在指数不涨的情况下，A
股上涨家数远远多于下
跌家数， 涨停个股数量
更是不输前几日指数暴
涨之时。

虽然之前那种粗暴
的逼空上涨看上去酣畅
淋漓， 可是持续性却很
难保证。 股价过快地上
涨， 消耗了大量做多能
量，特别是券商、银行、
保险等金融股攫取了大
部分资金的注意力，使
得其他板块股票在指数
上涨的过程中无法雨露
均沾。 在资金抓着少数
几类个股猛冲猛打之
际， 市场的广度很难打
开， 所谓牛市只是少数
人的盛宴， 这也使得后
续资金不愿即时入场。

因而一方面做多能
量快速消耗， 另一方面
场外资金犹豫等待，这
就难以把行情维系下
去。 唯一的破解之道只
能是热点转换。 周二金
融股几乎全线下跌，券
商板块中更有数只股票
跌停。 金融股的人气消
散， 带来的是其他板块
的活跃， 这也成就了周
二那种指数下跌个股普
涨的有趣局面。

尽管随着牛市的展
开， 金融股必然还是市
场主线之一， 不过从近
两天的市场表现来看，
以单一热点为主的单边
趋势将转换为多热点并
进的震荡行情。 毕竟那
种趋势极为简洁明了的
行情在整个证券市场的
发展历程中只占极少
数， 大多数时候是处在
“进二退一” 的局面中，
这就像居家过日子，大
手大脚的“败家”只能在
“双十一”、“双十二”，平
常日子细水长流才是常
态。

这种市场行情特征
的转换， 对于新入股市
的股民而言无疑是一种
考验， 因为闭着眼睛买
券商板块就能赚钱的时
候过去了， 接下来如何
选股、如何持股、如何退
出都是更见投资功力的
时候。

很多初入股市的投
资者往往都是被市场的
上涨吸引入场， 这时候
一般都较易赚钱， 但一
遇到行情换挡、 热点转
换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
现自己的股票不涨了，
于是不停地换股， 可是
换了一轮下来发现还不
如老老实实拿着之前的
股票不动。 于是在换股
的折腾中， 利润灰飞烟
灭。

不过处在牛市的幸
运是， 你永远有机会把
折腾掉的利润赚回来，
但不幸则是一旦熊市来
临， 你还以为能靠不停
地买卖把钱捞回来，结
果却越捞越少， 最后成
了套牢一族， 以至好几
年都不敢打开股票账户
看一眼。 这种从赚到亏
的循环戏码在每一轮牛
熊循环中都不停上演。

所以在行情特征发
生改变的时候， 投资者
从心态上要及时做出调
整和应对， 千万不可被
市场牵着鼻子走。 如果
是打算做长线的， 不妨
把手中的优质筹码拿
住，因为一轮牛市下来，
持有一只质地优良的股
票， 其涨幅一定能跑赢
大盘； 如果就是做短线
的，那就紧盯市场热点，
时刻准备切换， 但切记
这种操作出错的概率很
高，要做好随时纠错，也
就是止损的准备。

总之， 现在还是牛
市的开局， 市场还会经
历多次狂风骤雨到和风
细雨的转换， 投资者必
须适应这种市场节奏的
变化， 才能在牛市结束
的时候， 带走属于自己
的利润。

■记者 李庆钢

玛丽莱珠宝理财专栏

涨停榜玄机

狂风骤雨换成了和风细雨

2014年，在湖南省民政厅
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福彩“福
彩助残健康行”活动再次投入
500万元福彩公益金， 用于资
助省内上千名贫困肢残人士
免费安装假肢，并帮助他们完
成康复训练。目前，“福彩助残
健康行”活动的报名及审核工
作已经结束，省假肢中心正在
按地区对报名人员实行分组，
假肢取型、安装工作即将全面
展开。请通过审核的报名人员
务必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
人员与您取得联系。

自2006年以来，湖南福彩
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福彩公益
金用于扶残助残公益活动，活
动开展8年以来， 累计投入公
益金 5000余万元， 为全省
6000余名贫困肢残人士带去
福音，送去温暖，充分展示了
湖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
济困”和“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社会公益形象。

■湘福彩

“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
知道;而我的个性，却为我所独
有。”早在18世纪，德国著名作
家歌德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告诉
人们，“个性塑造”是一件极其重
要的事情，却无异于对世人说，
“个性，让尊贵与众不同。”

如今，在这个处处彰显个
性的时代，“个性定制” 已被推
崇为“改变未来的十大技术”之
首。如何才能与众不同？唯有根
据你独特的个性， 量身定制专
属你的符号，方可获此尊贵。

作为中国钻石定制第一
品牌，玛丽莱钻石倡导“一生一
世一定制”,推出个性化钻石定制
服务，同时传承百年钻石手工巨
匠工艺，由顶尖设计师团队，将东
方哲学与西方工艺完美融合，并
以独具匠心的工艺及定制理念，
倾心为每一位顾客打造每一件
独一无二的珠宝。

个性专属， 浪漫尊享。12
月13日至12月25日， 玛丽莱
钻石为您定制专属浪漫圣诞：
个性钻戒、万款珠宝，购珠宝
即可免费观看圣诞专场电影。
看电影赢大奖， 更多惊喜，请
亲临玛丽莱钻石各门店体验。

详询：400-677-1901
■记者 朱蓉

福彩助残健康行
开展假肢安装

玛丽莱钻石
定制专属浪漫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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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侠”强势出击

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近两年来钢铁
股一直是被市场打压、 被抛弃的板块，不
过在12月11日，“钢铁侠” 们强势出击，整
个板块指数当日大涨8.17%，12股封住涨
停板。同花顺数据显示，多达17亿资金净
流入该板块。

宁波海顺认为，随着铁矿石等原料价
格持续下滑，钢铁行业盈利状况有望持续
改善。此外，整个钢铁板块也是“破净股”
集中营。截至12月10日，钢铁“破净股”仍
有7只。由此可见，超低估值或是市场资金
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富帅”卷土重来

“跷跷板”效应再度显现：金融股“哑
火”，优质成长股则卷土重来。继前一日大
涨4.5%后， 创业板指在11日继续走强，收
盘上涨0.95%；中小板指涨幅0.43%，共有
18股封死涨停板。两大板块个股普遍是高
估值、高市盈率。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在金融股回调
之际，部分资金顺势流向弹性更佳的中小
盘股票，而此类股票前期刚刚经历过深度
调整，无论是估值水平还是股价，均处于
更安全范围，再加上盘子小、资金更易推
动上涨等因素。

“菜鸟”再度狂奔

11日，华电重工上市首日即“秒停”，
开盘涨幅即达到44%。在其带动下，次新
股板块当日涨停个股多达12只。

上市首日临停或“秒停”，随后再连续
“一字” 涨停， 俨然成为今年新股上市的
“传统”。不过，自11月21日降息以来，沪指
累计涨幅近20%， 而今年上市的114只次
新股同期平均涨幅仅为4.22%。

有分析认为，临近年底，高送转概念
再次点燃市场资金对次新股的炒作热情。
此外，在上市新股的带动下，次新股再次
上演涨停潮。

小散们经历了一段只赚指数不赚钱的苦闷期后，终于迎来了指数调整，而且近两日已实现了“不赚
指数也赚钱”的转换：只要未持有金融股等大盘蓝筹股，几乎都能赚钱。

12月11日，沪深股指继续巨幅震荡，最终都以微跌收盘。不过，个股却相当活跃，“钢铁侠”强势出
击；创业板、中小板的“高富帅”卷土重来；新股、次新股上演“菜鸟狂奔”。两市超过80只个股封死涨停
板，共1775只个股上涨。

指数“蔫了”，个股“活了”
两市超80股涨停，A股进入赚钱不赚指数阶段

■记者 黄文成

獐子岛“翻盘”

12月11日，沪深两市收阴，但个股极为活跃，超七成个股上涨。 新华社 图

从预计盈利7565万元到突
然巨亏8.12亿元，150万亩养殖
海域颗粒无收，2006年上市的
獐子岛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头顶“蓝田股份第二”的光环饱
受世人关注， 也导致该公司的
投资价值瞬间降到冰点。

12月8日，停牌近两个月的
獐子岛复牌，出人意料的是，仅
2个跌停后，12月10日放量打开
跌停，11日居然涨停收盘。短短
两个交易日内， 獐子岛成交金
额高达惊人的20亿元。

有机构点评称，10日排在买
入前五的席位，为泽熙投资总经
理徐翔常用五个营业部席位。

另据公司10日的公告显
示，公司总裁办成员，包括董事
长吴厚刚在内共11人，以自有资
金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成
交价格为11.27元/股，共增持公
司股份179.10万股。

而记者查看11日盘后数据
发现， 上述被认为是徐翔的营
业部席位悉数出现在11日的卖
出席位，总卖出金额为46108万
元。而10日买入总金额为41622
万元，如确实是徐翔所买，那么
两个交易日，其大赚4486万元。

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在其微博
上评论，“离家的扇贝还没生下小
扇贝， 獐子岛又涨了，‘三没’市
场，没底线没节操没底裤。”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但斌认为，A
股对股民太厚道了， 犯错惩罚
很轻或者不受“惩罚”！如果是
在海外估计要损失80%到90%，
退市也有可能。 ■记者 黄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