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同舟：002358森源电气该怎么操

作,40元进的。

李瑾：此股为中小板已被高估值，调整

还不充分，下跌空间还非常大。

天使之翼：000426富龙热电目前能进了

不？

李瑾：刀口舔血的反弹，绝对不能抢。

麦格雷戈：600838上海九百10.23元成

本，后市如何操作？

李瑾： 此股箱体运行，7.50箱底，10.50

箱顶，考虑低吸高抛。

争鸣：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002505大康

牧业后期走势。

李瑾：重心下移 弱势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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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楚雅医院

湘雅附二、附三合作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

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目

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

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家

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

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寻找多年反复发作病毒疣·疱疹患者优惠大活动

活动内容：体检费、检测费全免，治疗费、药费优惠 10%

活动时间：6月 1日—6月 30日

126元

快速

消除

皮肤白斑

白癜风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

病花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

趣。 白癜风属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血失和，血液里缺少

两种微量元素。如果治疗不及时，有蚕食全身之势。当今，

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和方法有多种多样， 但能彻底治好者

却少之又少。

我院（单位）采用生物转基因医学领先疗法：把体内的

硫氢基（-SH）清除出去，断绝白斑再生病源 ;快速补充、激

活酪氢酸酶的活性， 促使体内黑色素细胞生成与增殖，保

持体内色素平衡， 为众多白斑病患者恢复了正常肤色，追

踪回访均达到理想的效果。 从此解决了皮肤移植、激光治

疗、局部注射等疗法治标不治本，反复发作的缺陷，攻克了

白斑病难治、易发的医学性难题。

我院使用独家发明的国家专利外擦药（198 元 / 盒），

专利号：201010000083.6，不论病史长短，周身面积大小，何

种原因形成的白斑病，在多家医院治疗，使用任何方法无

效者或治好部分又重新复发者， 来我院治疗者， 保证 3-7

天有效，最慢 20 天有效，签约治疗，有效后标本施治，就可

使皮肤恢复正常，欢迎久治不愈或连续扩散的患者前来我

院治疗。

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康达医院二楼，火车站乘

107路，市内乘 805、912、130、138路左家塘北下即到。

0731-84461322�专家咨询电话：

节假日不休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93551

网址：cj.voc.com.cn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6月1日)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七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位（%） 持股明细

1 李安 6.59 1.53 -0.5 92 东睦股份

2 吴维夫 0.14 0.64 0.64 100 武钢股份 南方航空 保利地产

特变电工 上海汽车 振华重工

江西铜业 金地集团 天威保变

海通证券 大秦铁路 西部矿业

中国铝业 紫金矿业 金钼股份

3 谢林峰 0 0 -22 0

4 黄双庆 -0.2 -1.9 -9.552 99 三一重工 国阳新能 中联重科

5 李瑾 0.93 -2.1 -2.589 71 深赛格 海马股份

上证指数 0 -4.4 -4.2

深证成指 0.3 -3.8 -5.8

同期

指数

证监会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对黑庄

徐国新利用“华成民”等多个账户操纵ST科

健和*ST联油股价的处罚结果。证监会还首

度详细解析了徐国祥操纵多只股价的全过

程。日前证监会还发文完善基金公平交易制

度，要求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控制不同投资组

合之间的同日反向交易，严格禁止可能导致

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同日反向交易，严

禁基金“抬轿子”、“接盘”等行为的发生。

基本金属周三呈现小幅下跌态势，沪

铜早盘短暂冲高后逐级回落，1108合约较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10元，报收68310

元/吨；沪锌、沪铅走势与沪铜类似，午后

小幅回调， 沪锌1108合约报收17240元/

吨，沪铅1109合约报收16955元/吨。操作

上，金属中长期前景仍较为看好，但短期

面临震荡。

周三受ICE原糖期价小幅上扬影响，

郑糖早盘微幅高开，盘中冲高回落，继续

维持窄幅震荡整理走势， 主力合约

SR1109报收6658元/吨，跌23元。周二抛

储竞卖成交均价6844.51元/吨，略低于产

区销区价格，短期效应近两日在盘面得到

体现。郑糖经过几天整理，期价延续反弹

趋势仍在， 预计周四可能呈震荡走高走

势。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虽然有周二1.37%的较大幅反弹，但

成交量仍处于地量状态，这说明不少游资

还是持观望的态度。受此影响，大部分三

湘股王争霸赛选手的成绩也一直处于负

收益状态。 不过在股指走弱的行情下，仍

有不少独立于大盘走势的“出头鸟”涌现。

李安：枪打东睦股份“M”头

参赛选手李安虽然在上个月20日以

2.35%的收益坐上了三湘股王的第一把交

椅，但随着大盘走弱，其持有的两只股票

也“一蹶不振”。在本周二大盘反弹中，他

果断地抛出了手中持有的两只股票，转而

买入近期走势明显强于大盘的东睦股份。

即使在弱势之中，仍会有一些强于大

盘走势的股票出现。“我是偶然看到东睦

股份近期走势完全独立于大盘且创出新

高，虽然目前处于箱型整理，但‘M’形走

势已初现端倪。” 李安于周二抛出前期两

只股票后迅速转战东睦股份这只“出头

鸟”，周三尾盘该股果然迅速拉升，最终收

涨8.57%。

“目前东睦股份的5日均线和10日均

线几近粘合，且股价在其上方运行，因此后

市看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李安表示，“不

过，现在大盘还很不稳定，即使是独立于大

盘走势的股票也难有持续性的行情。”

余栋梁：抓住江南水务“U”底

“出于对岌岌可危的大盘的担忧，我

采取轻仓介入的操作方式。”在5月23日大

盘大幅下跌之后，余栋梁的操作就开始谨

慎起来， 于5月25日做出了空仓退场的决

定。 两天之后他才分别介入西单商场、三

元股份，均是当天买第二天出货。

不过本周三，余栋梁却出人意料地全

仓追进了已处于“U”形走势的次新股江南

水务，该股同样是独立于大盘走势。

“从4月底至5月底这段时间内， 江南

水务一直处于底部横盘状态， 成交量极

少，调整得非常到位。”余栋梁表示，自上

个月23日开始启动至今， 短短一个星期，

涨幅就达到12.38%。“相对于已然处于弱

势中的大盘来说，该股的表现是相当的强

劲。并且该股后市仍有望继续走高。”

与李安不谋而合，余栋梁也认为在弱

势中要立于不败之地，短期内应寻找那些

独立大盘走强的股票进行操作，只有这样

才能很好地避开大盘下行所带来的影响。

弱市掘金就要“枪打出头鸟”

尽管 5月A股凄风苦雨 ， 沪市大跌

5.77%，但仍不乏走势独立的牛股。据统计，

24只A股5月份涨幅超过了20%，11只股票

涨幅超过了30%。 牛股冠军更是大爆“冷

门”，没有明星基金介入、没有惊人业绩、没

有重大利好的江苏连云港上市公司如意集

团，股价从8.57元直升至13.15元，神奇大涨

53%，荣登榜首。 ■记者 邓桂明

郑糖早盘微幅高开

树立良好的投资理念是期货交易成

功的重要前提， 在期货市场从事期货交

易至少应树立如下投资理念： 1） 顺应趋

势的方向交易。 2）不要心血来潮地做交

易，要有计划。 3）让利润充分增长，把亏

损尽量缩小。4） 入市的利润风险比最好

能达到3∶1。 5） 有自己判断市场的能力，

不要人云亦云， 冷静分析

消息的可靠性， 对立面的

判断依据也应尽量加以考

虑。 6）平静心态。 7）市场

机会无限， 没有把握就不

要勉强入市。

德盛期货专栏

期货投资应树立哪些基本理念

期货知识

5月牛股冠军竟是“三无公司”

乐

证监会首度详解黑庄操盘过程

赞

股市表情

网友VS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