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四市场出现“巨
震”，创业板虽然未能逃脱下
跌厄运， 但第二日即实现了
大幅反弹，幅度达到了3.2%，
几乎吞没了前一日的长阴
线。由此可见，一些强势的中
小盘股， 以及滞涨的低估值
中小盘股依然存在一定机
会。

有私募基金经理表示，

“创业板中小板中的庄股仍
然无法出货， 他们会奋力拉
起自己的股价。 所以短线小
盘股仍然会比较强势。”

不过， 其背后的风险绝
不能忽视， 投资者当以快进
快出为宜。 一旦市场出现热
点切换时，应及时撤出，尤其
是刚进入股市的新股民，不
能过于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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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峰揭示乳酸菌饮料中的“生死考验”
乳酸菌饮料因具有保健肠胃、 促进消

化的功能，在夏季颇为走俏。 然而，是否所
有乳酸菌饮料都含有活性乳酸菌呢？近日，
国家营养师王旭峰在其《旭峰食验室》中便
揭示了乳酸菌饮料中的“生死考验”。
乳酸菌要“活”的

在人体的肠道当中， 生存着数百亿计
的细菌， 其中益生菌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
我们的肠道健康。尤其夏季，是各种胃肠道
疾病的高发期， 活性乳酸菌能有效改善肠
胃的微生态环境。因此，乳酸菌乳料当中是
否有活性乳酸菌才是关键。

随后，王旭峰选择了超市热销的四款乳
酸菌饮料， 进而检测其是否含有活性乳酸
菌，通过专业的检测后显示，四款样品只有
一款含有活性乳酸菌。不禁让消费者感慨：
尽管乳酸菌饮料琳琅满目， 但含有活性乳
酸菌的却寥寥无几。
伊利每益添：减糖不减活菌数量

眼尖的观众已经认出来了，四个检测样

品中， 王旭峰所检测出来具有活性乳酸菌
的饮料正是伊利每益添。

据了解，伊利每益添是一款健康的活菌
乳酸菌饮料， 它每百毫升富含 300 亿活性
乳酸菌，能够为消化提供快动力，消化更快
速，肠胃自然更轻松，帮助解决夏季普通存
在的肠胃问题。

更重要的是，每益添是市面上的全品类
低糖产品，含糖量≤5g/100ml，减糖不减活
菌数量， 让注重身材的消费者轻松低糖护
肠， 不必担心糖含量高对身体健康造成的
不利影响。 另外，让人感到惊喜的是，每益
添含糖量降低的同时，口味依然很好，美味
又健康，消费者都表示更愿意买单。

每益添延续了伊利产品一贯的优良品
质，是伊利研发团队联合国际菌种公司，突
破技术壁垒， 打造出的健康美味低糖活性
乳酸菌饮料， 自上市以来便赢得众多消费
者的青睐。

（田方）

“珍珠之光，为爱闪耀” 2015关爱银屑病患者公益活动
湖南站启程

银屑病又被称为牛皮癣， 是一种慢性炎症性
皮肤病，病程较长且易复发。因其体现在皮肤表面
的差异，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影响较大；
银屑病不能被根治，需要科学的用药和疗养减轻、
控制病情，“根治” 、“速治” 都是患者对于疾病缺
乏了解产生的错误认知。

为了让银屑病患者对于自身疾病拥有良好的
认知，得到正规治疗进而有效控制病情。北京医学
奖励基金会将于 2015 年 6 月和中国银屑病专家

合作，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附属湘雅
医院举行“珍珠之光，为爱闪耀”2015 关爱银屑病
患者公益活动。 届时，国内知名皮肤科专家肖嵘、
谢红付、朱武、匡叶红将参与活动，为大家介绍银
屑病的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 帮助患者正确的看
待自己的疾病，让银屑病不再成为生活的阻碍。

欢迎广大患者、研究者和学者光临“珍珠之光，
为爱闪耀”2015关爱银屑病患者公益活动， 一起学
习并让更多的人了解银屑病，关爱银屑病患者。

国美在线 618携手银联打造 62儿童日
去年，国美在线以关注家庭文化、关爱儿童成

长为主题，联合中国银联打造首届“银联 62 儿童
消费节” 。 今年 618 大促期间，国美在线与“银联
在线” 再度深入合作，家电、百货 62 折超值特惠，
极力打造 62 全民狂欢盛宴。 5 月 30 日—6 月 2
日， 全国银联用户使用 62 开头的银联卡并选用
“银联在线支付” ， 在国美在线 PC官网和手机客

户端下单购买爆款家电及热销百货，即可享受 6.2
折优惠，最高立省 100元，下载国美在线 APP 还有
机会多享受一次 62折优惠。 同时，每天前 4900个
下单用户还将赢得 50 元、300 元、500 元等总价值
2550元优惠券大礼包。 618巅峰大促期间，国美在
线与银联跨界业务合作， 将能让消费者享受到优
惠、快捷、安全的网购体验。

6月1日， 沪深股市实现
“开门” 大涨。 沪指大涨
4.71%，重回4800点，深成指
涨5.07%。两市共有超过400
只个股涨停。

“五穷六绝七翻身”———
以往的股市俗语不断被打
破， 刚刚过去的 5月未见
“穷”，6月的行情似乎并不
“绝”， 给投资者留下了丰富
的想象空间。

近一个多月来， 金融和
周期性行业明显滞涨，“两桶
油” 也在持续下跌。5月28日
的暴跌后， 蓝筹股杀跌最为
严重， 不少个股已基本消化
了去年7月以来形成的获利
盘。未来一但市场走稳，大盘
蓝筹股必然迎来补涨行情。

近期，鹏华、富国、博时
等基金公司抢发了跟踪银
行、证券、保险等板块的分级
基金。不仅如此，还有近10家
基金公司也陆续上报了相关
产品。公开数据显示，近来蓝

筹风格的ETF、 分级基金均
获得了机构资金的青睐，持
续净流入。 随着公募基金逐
渐回归蓝筹板块， 必然会推
动蓝筹股逐渐企稳。

从近几日盘面情况来看
也证实了上述情况。尤其是6
月1日，创业板、中小板股的
高价股，次新股中的高价股，
纷纷落入跌幅榜前列， 而大
盘蓝筹股则出现集体补涨现
象，如煤炭、钢铁、银行、券
商、 保险等板块。6月1日，沪
深两市排在涨幅板前列的个
股， 几乎全是30元以下的低
价蓝筹股， 甚至不少个股低
于10元。

“如果这一现象在本周
能够持续3天左右，说明有大
资金开始介入， 意味着市场
风向将转向蓝筹股。”一名证
券机构人士建议， 投资者不
妨及时调整投资思路， 把握
准市场主流动向。

■记者 黄文成

超400只个股涨停，股市在“六一”儿童
节这天，可谓是给股民发了一份“大礼”。其
中湘股涨停个股有南华生物等11只，湖南板
块81只股票仅三只下跌。

在几乎全线飘红的景象下，不少个股又
创出了历史新高，在新股民热切盼望新高点
的到来时，老股民大多热衷比较股票价格与
八年前6124点的涨跌。

牛市奋蹄的当下， 湖南板块的股票，经
得起比较吗？

八年内，湖南个股数几乎增了倍

如果加上明日申购的多喜爱，湖南上市
公司数量将达到82家。

据记者统计，仅2015年以来，就有快乐
购、益丰药房、蓝思科技、方盛制药、艾华集
团、老百姓六家公司上市，而且股价几乎都
延续了“新股连续涨停”的不灭神话。此前还
有楚天科技、金贵银业上市。

不难发现，IPO开闸后，除了快乐购属于
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公司，其他企业几乎都
是民营企业，而且医疗链条上的企业，尤为
众多。

而在八年前，即2007年牛市“见顶”时，
湖南板块的公司数量只有45家， 包括第一
批上市的江南红箭、湖南投资等；以及2007
年上市的天润控股、湖南黄金等。

在这45家企业中， 大部分都是国有企
业，而且以农业、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的公
司居多。

逾八成湘股超越了6124高点股价

尽管偶尔会来个“猛回调”，但几乎所有
人都认为，市场一路创新高的步伐，短时间
内不会停下来。

在股指激情冲过4000点，轻松跨过4500
点，向5000点甚至6000点进发时，老股民都
自然而然地会想起6124点。这正是2007年那
轮大牛市的最高点，二级市场上一个里程碑
似的高度，也是熊市噩梦的开始。

只不过， 在当下，6124点对很多湖南股
票来说，已经不重要。

据记者统计，在该指数以前，即2007年
10月16日前已经上市的45家公司中，有
84.5%如今的股价已经超越6124点的水平，
其中2006年就已停牌的恒立实业，如今涨幅
已经近2879%，隆平高科涨811%，科力远涨
454%。

除此之外，区间涨幅超过100%的，还有
天润控股、长城信息、湖南发展等21只股票，
占比近5成。

其间下跌的股票仅7只， 占比15.5%。其
中岳阳林纸下跌 64.2% ， 华菱钢铁下跌
63.9%，株冶集团下跌61.66%，山河智能下跌
53.71%， 金健米业和景峰医药分别下跌
5.31%、4.2%。 ■记者 黄利飞

八成湘股股价越过“6124”高点
牛市过程中，强者或恒强，“旧高点”不重要

在以往任何一次牛市
中， 湘股都没有出现过一
只股价超过100元的股票，
而截至6月1日收盘， 却有
两只股票超百元， 而且老
百姓大药房曾在5月末，一
度冲上120.79元的高点。

单从这一个角度，这
轮牛市就该会是湖南资本
市场发展历程中不可磨灭
的一道风景。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改革牛” 的行进过程
中，“强者恒强”的，是像蓝
思科技这种高科技企业，
是像老百姓大药房这种身
处市场竞争充分行业的企
业，也是像拓维信息、楚天
科技、 尔康制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公司。
很显然， 它们身处不

同行业， 但之所以能成为
“恒强强者”， 个中原因不
外乎是公司拥有核心竞争
力、公司体制机制灵活等，
投资者可以看得到发展潜
力。

那些股价已经超越
6124点甚至翻倍的企业，
如恒立实业、隆平高科、湖
南发展等， 要么是完成了
股权分置改革理顺了体
制， 要么是做大做强主业
提高了竞争力， 或者完成
资产重组得以重生。

而这些， 恰恰是那些
股价不涨反跌的公司所欠
缺的。 ■记者 黄利飞

湘股搭上“改革牛”，旧高点已不重要

行情追踪

6月，蓝筹股或再次站上“风口”

记者手记

统计

记者统计了近20年沪指
在六月份的行情表现， 基本
是熊市中下跌情况多， 牛市
中上涨情况多。其中，涨幅最
大的一次是在1999年的牛市
期间，涨幅为32.06%，跌幅最
大的是2008年6月份，跌幅为
20.31%。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大

牛市中的6月份罕见地下跌
7.03%，而在2002年熊市中的6
月份，却实现了12.4%的上涨。

对于上述现象， 湖南资
深投资人士李布维表示，“股
谚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规律，
一般只是在熊市中适用，而
牛市中往往会被上涨的大趋
势所打破。”

“六绝”，熊市才适用

建议 高价股最好快进快出

■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