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nd资讯数据显示，1月份
上证综指目前已经暴跌22.3%，
这也创下了中国股市26年来的
历史记录， 历史上1月份最大跌
幅为16.69%，而且，本月还有三
个交易日。

去年12月份， 沪深两市总
市值接近60万亿， 而到昨日收
盘后， 两市总市值只有区区45
万亿， 短短十多个交易日市值
蒸发13.85万亿，按最新汇率计
算，也就是2.11万亿美元，这个
数据已经是整个印度一年的
GDP， 我们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蒸发了印度整个国家一年的
总产值。

花絮

自去年“股灾”结束之后，英
大证券李大霄空翻多， 极力看多
后市，认为2850点就是婴儿底，鼓
励投资者坚决不要在底部割肉。

然而事与愿违，股灾过后市
场仅反弹至3600点附近即告结
束，新年以来更是在熔断机制的
影响下， 市场进入C浪的快速下
跌通道。（A浪：2015年 6月15日
至7月9日；B浪：2015年8月18日
至8月26日）尽管事与愿违，但是
李大霄“坚决不投降”。

1月25日，李大霄称2850点
有非常坚实的基础，并坚定地认
为这个地方是婴儿底，可能不会
再下移了。26日， 李大霄发声称
A股酝酿惊天大反击，随后其再
称A股在婴儿底的绝地反击也
许即将发生……

随着午后大盘的大幅跳水，
李大霄的“婴儿底”被翻了个底
朝天。当天收盘后，李大霄再度
发声称， 与钻石底的道理相同，
还是婴儿底。在这条微博后的评
论骂声一片。

李大霄被“打肿脸”

单月蒸发
印度一年GDP

7星彩 第 16012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3、排列 5��第 16026 期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6�6�3�6�6�0�6

排列 5开奖号码：4�0�3�3�4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4�0�3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3
7
153
2296
27017
320965
350441

4201090
48408
1800
300
20
5

12603270
338856
275400
688800
540340
1604825
16051491

2851
0

5833

1040
346
173

2965040
0

1009109

25 10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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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万隆表示，以下五类股为高危
个股，千万不能碰：

1.产业资本大举减持类个股，弱势
减持无疑是雪上加霜，如中文在线持续
暴跌腰斩；

2. 跳水中主力疯狂出逃的个股，个
股最大的风险便是主力出逃，此类股我
们不应久留；

3.技术上被巨量中阴破位的个股我
们不应留有幻想，毕竟此形态机构高位
出逃可能性大；

4.跌势未尽类个股，炒股不应与趋
势作对，此类股股价短期往往难翻身；

5.股价仍严重虚高、只靠故事炒飞
天的题材股，在弱势下逢反弹我们就应
出局。

■记者 黄文成

1月26日，A股再次遭遇暴风雪， 近千
股封死跌停板，让投资者有一种“股灾”归
来的感觉。其中，沪指重挫逾6%连续击穿
2900点与2800点，创13个月新低；而创业
板更是惨不忍睹， 暴跌近8%， 重归“1时
代”。

一些被深套的投资者再也无法淡定地
等待解套了，纷纷忍痛割肉，就在午后大肆
跳水之际，成交量也在明显放大。至于近期
的“死多头”李大霄，尽管被网友骂得鼻青
脸肿，仍坚称：不要绝望，婴儿底，还是会回
来的。

走势
沪指已破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26日，沪深两市低开并一路向下，跌幅
均逾6%。沪指失守2800点，创13个月来新
低，深指跌破万点大关。两市仅50余只个股
飘红，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约1100
只个股跌停，10只个股涨停。

随着2900点、2800点的“轻松”被破掉，
沪指最后一根救命稻草———500日均线也
彻底宣告沦陷。 至于李大霄所说的2850点
的“婴儿底”，更是跌得连渣都不剩下了。

自1月13日首次收盘跌破500日均线
以来， 沪指围绕该线进行10个交易日的上
下波动。 在1月15日和18日， 收盘低于该
线，但又成功收回。

当时，不少投资者，包括业内专家都认
为底部就此铸就，将迎来一波反弹。然而，
由于成交量的持续萎缩， 反弹后继动力严
重匮乏， 最终于上周三再度跌破。 截至昨
日， 沪指已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低于500日
均线，而且随着昨日的大幅暴跌，目前沪指
已经开始远离该线。 这意味着市场已确立
进入熊市的节奏。

原因
内忧外患，股市再度暴跌

对于突然的暴跌， 市场可谓是一片哗
然。实际上，这样的走势既是意料之外，也
是意料之中。

从外围市场来看， 可谓是全球股市都
步入了下跌通道中。 隔夜欧美股市全线走
弱，WTI原油3月期货更是暴跌5.75%，报
30.34美元/桶。当日的日经225指数收盘大
跌2.35%，韩国指数收跌1.15%，香港恒生
指数目前跌幅也超过2%。

从A股自身来看，所谓久盘必跌，长达
10个交易日的盘整后， 未能形成一波像样
的反弹， 那就意味着市场将面临巨大的向
下跌破的压力。此外，每逢年末市场面临巨
大的流动性压力，加上新股发行，人民币贬
值导致资金外流， 这一系列因素更是加剧
了市场的下跌压力。

【观点】
国金证券表示： 尽管央行进行了大规

模的资金投放，考虑到资本外流、春节前的
资金需求等，目前金融体系仍存在一定的资
金缺口，对票据风险的担忧也有一定影响。

有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 目前市场比
较弱势，无论是外围市场不振，还是我国经
济下行压力以及来自于金融制度建立健全
摸索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隐患，都
是持续影响A股市场的不利因素。

瑞银证券分析：市场情绪恶化是近期A
股下跌的主因，在缺乏利好催化的情况下，
A股市场信心可能会继续受到全球风险偏
好下降的抑制。

暴跌超6%，A股再破“婴儿底”
再现千股跌停，沪指创13个月来新低“技术熊”来了，五类股千万不能碰

在深圳有两个地名在投
资界中非常有名———上步区
和下步庙，因为其与“上不去，
下不妙”谐音，很多老一辈A
股投资者都将这句话作为投
资警语。如今，用这句话来形
容目前的A股市场，可以说再
适合不过了。

今年以来，沪指跌幅达到
22%。在遭遇500日均线时，市
场出现了近10个交易日的箱
体震荡，在内忧外患各种因素
共同作用下，反弹严重缺乏动
力。最终在1月26日，多头力量
全线溃败。 三大股指纷纷暴
跌， 近千只个股遭遇跌停。这
就是所谓的“上不去， 下不
妙”。

随着市场已基本确定跌
破500日均线， 按照过去20余
年的规律来看， 一旦跌破该
线，则意味着较长时间的一段
熊市的确立。 如2001年9月份
跌破500日均线后， 市场进入
了长达5年的大熊市；2008年5
月跌破后， 市场最低下探至
1664点才形成反弹，2011年5
月跌破后， 市场走出了一波3
年的大熊市。

除此之外， 新年以来，大
盘开启了C浪大跌。根据波浪
理论，C浪下跌往往是下跌过
程中最为凶猛的一波。 因而，
大盘将跌至什么位置才能见
底，目前已很难判断。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认
为， 投资者最好的选择就是
“走为上计”。如果说，真正的
底部还很难确定，那么当下选
择割肉并非不明智。因为在熊
市中，不跌不亏，那就是赚，保
住本金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只
有保住了本金，未来抄底才能
有足够的筹码。

■记者 黄文成

这五类股千万不能碰

麓山侃财

上不去，下不妙
走为上

预测

如果2007-2008
年的荣枯周期具有参
考价值的话， 那么A
股还没有跌到“底”。

荷兰合作银行驻
香港的金融市场研究
部门负责人表示：“市
场 似 乎 在 重 演

2007-2008 年 的 走
势， 意味着可能跌向
2500点。 预计将跌至
该水平，随后几年将区
间震荡，直到实施真正
的改革措施。基本面依
然显示，许多地方的股
票依然高估。”

沪指或跌向2500点

广州万隆指出，
在26日股市跳水调整
中盘面呈现的三大凶
相， 这才是投资者们
更需警惕的。

第一大凶相是，
两市买盘基本消失，
而卖盘却持续涌现，
这直接导致个股重心
不断下移， 个股跳水
杀跌不断。

其次， 外围市场

风声鹤唳， 金融大鳄
索罗斯为首的空头虎
视眈眈， 严重影响了
市场做多情绪； 再加
上两融余额17连降，
说明其对后市行情难
乐观， 大盘反弹缺少
了根基。

最后， 两市量能
大幅萎缩热点全无，
说明市场悲观情绪在
蔓延。

三大凶相暗示或还将杀跌

提醒

1月26日，股民在一证券营业厅关注股市行情。 当日沪指跌逾6%�失守2800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