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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自上个月20日触底后， 大盘已实现

6.33%的涨幅。 但并不是每一位股民都能

很好地抓住这波来得有些突然的反弹行

情。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中排名靠后的几

位选手即为错过机会的股民。 大盘虽已上

岸，但他们还在水中游。

曹红海：守前期强势股失有色行情

“如果当时我追进了西藏矿业， 那么

现在的收益早已超过20%。” 曹红海对此

追悔莫及。 在三湘股王争霸赛第二赛季，

曹红海曾凭借持有有色股一路搭顺风车

般的挑战20%成功。不过，这赛季却错过

有色股，排名一路下滑。“上个月底，我一

直在跟挑战20%QQ群中的网友聊西藏矿

业这只有色股。大家都比较看好该股，但我当

时有些犹豫，没能及时追进。”

曹红海在上个月27日抛出四川路桥后，

买进的是具有并购重组题材的豫能控股。该

股自启动以来已实现60%的涨幅，但在大盘

反弹后，却进入了横盘挑战期。这期间曹红

海一直持股不动，等待拉升的机会，“在我等

待的过程中错过了抢夺有色股反弹行情的

时机。”

李安：买股过早痛失涨停板

与曹红海一样， 李安也坠入豫能控股设

下的陷阱中。该股进入盘整阶段后，李安的收

益率排名也逐步落后其他选手。周一，刚开盘

李安即抛出了豫能控股， 换成中小盘股龙星

化工。“该股从形态来看， 多条K线成45度角

向上发散，并且近期走势极稳。”

不过，李安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起

来。 李安表示，“虽说一早就买进了一只好

股， 但同时也错过了观察近两个月的中昌

海运。”李安所指的中昌海运在周一10点左

右直线拉升，直至涨停。

对自己错过良机， 李安显得悔恨不已。

“中昌海运一直‘养’在我的股池近两个月时

间。五月底至六月，这只股进入了第一波主

升浪。当然，我主要还是看好经过一段时间

后的第二波主升浪。”

按照正常操作方法， 第一波未能介入，

那么第二波同样还是可以参与炒作。但是，

李安却没有把握时机。“我平时分析股票还

不错，但是真正进入实际操作时，却没有了

原则和纪律了，往往随意性很严重。所以没

能按照自己的计划来买进股票， 从而痛失

涨停板股票。”

周一大盘继续处于调整之中， 尾盘虽

以阳线收盘，但上涨并不多。多空双方周一

表现也很淡定， 基本上维持了上周五保持

的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

【多方阵营】

广州万隆：大盘延续走高

周一大盘低开，但很快上拉，走出一路

上扬行情，随着大盘回暖，个股的活跃度也

不断提升，盘面呈现多数个股上涨的格局。

我们认为，大盘继续中期看涨，但短期震荡

还将延续，投资者在注意逢高出局的同时，

可以关注消息面热点板块。 短期股指要实

现向上突破的难度较高。 大盘中期继续看

涨，将延续进二退一反弹节奏。

股民“张中秦”：目标位2900点

周一两市共成交1873亿元， 量能相比

上一交易日大幅萎缩， 但是这并不是本轮

反弹的结束， 根据时间周期及市场筹码分

布计算， 本轮上涨目标位为沪指2900点附

近，到达这一位置A股才会迎来真正意义上

的调整。

【空方阵营】

德邦证券：反弹进入阻力区域

周一大盘虽以收红收盘， 但我们对大

盘后期走势并不看好。 深成指已经率先收

复所有均线指标，但上证指数反弹则受制于

年线，中小盘股活跃而银行股受地方融资平

台不良债务影响及港股抛售的压力下走弱

是主要原因。短线来看，股指反弹第一波已

经告一段落，深成指已经进入前期密集成交

区间，沪指则受年线压制明显。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受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这一政策利好刺

激，周一水利板块全线飘红，整个板块的涨

幅位列沪深两市第一。 不过水利板块整体

涨幅已经巨大，其中龙头股安徽水利自6月

以来，涨幅超过30%。谁又会接下水利板块

的“接力棒”成为下一个领涨板块？

水利板块短线风险急剧放大

周一水利板块尽管领涨大盘，但是个股

走势都出现了一些不妙的苗头。其一是成交

量急剧放大，安徽水利、钱江水利、三峡水利

的换手率都超过10%，安徽水利更是创下历

史天量，而大禹节水、青龙管业、新界泵业等

间接受益水利政策的个股，换手率居然高达

20%以上。 其二是K线图上大多留下上影线

或以中阴线收盘，显示个股抛压极重。

而根据国泰君安等机构的研究报告，板

块龙头安徽水利2011、2012两年的业绩都

呈下降趋势。

后续板块可能在“地图”中

对于后续可能因政策利好而跑出的牛

股板块，信达证券马佳颖表示，近期西藏和

内蒙板块的表现已经初露端倪。

马佳颖表示，快进快出往往是股市炒作

区域概念股票的最大特点，长的三四天甚至

一周，短的只是“一日游”就迅速消失了，“不

过西藏和内蒙概念股近期几乎全数跑赢大

盘， 西藏矿业、ST珠峰等牛股层出不穷，不

再是那种‘一日游’行情。”因而他认为，从这

些区域板块的表现来看，过去盛行的“炒地

图”行情很可能重现。

区域概念的炒作， 是2010年股市最大

热点之一， 因其行情以区域板块为特征，因

而又被称为“炒地图”。 马佳颖认为，“炒地

图”将会成为今年下半年的行情主线，“现在

流入股市的资金有限，因而场内主力往往只

能在一段时间内主攻一两个板块，在资金有

限的情况下需要有大量利好政策配合，才能

形成市场热点，比如最近的水利板块。”他推

断，部分边疆地区如内蒙、西藏都面临较好

的发展机遇， 将有望重演2009年的新疆、

2010年初的海南板块的强劲走势， 尤其是

板块内的建材和基建等公司受益更明确。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489***136：002389南洋科技现在可

以买了吧？

李俊杰：逢低可以建仓。

天使之翼： 帮我看看600403大有能

源后市如何？

李俊杰：上升压力大，放弃。

大山：高手，请帮忙看看600740山西

焦化怎么样。

李俊杰： 目前处于圆弧顶上的调整

阶段，但总体向上的趋势未改，在30日均

价之上可以择机买进。

向阳： 麻烦帮我看看600651飞乐音

响，已亏了2元/股了，后市怎样操作？

李俊杰：短时间解套难，但目前阴阳

相间，势头尚可。建议高抛低吸降低成本。

钱钱： 现在还可以进工大首创

600857不？

李俊杰：可以买进，但现价位上必须

密切观察，一旦发现破左肩向下，不管盈

利与否，果断了断。如果向上突破现价格

向上，则持股不动。

乖乖猪：高手，帮我看看600612老凤

祥怎么样？

李俊杰：见好就收，落袋为安。除权

前进行了充分的炒作，价格在高位，除权

后利好兑现，无炒作题材。

大盘已上岸，他们还在水中游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第八季收益率（%） 总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陈悦 2.88 ��������24.4 ���-12.9 100 三友化工

2 贺雨露 1.99 ��������15.3 ���5.286 100 中原内配

3 李俊杰 -0.2 ��������14 ���-25.6 98 北大荒 云内动力

4 易赛澜 -0.2 ��������13.6 ���-11.1 98 力合股份

5 黄双庆 3.3 ��������12.8 ���4.556 100 三一重工 国阳新能

福建水泥 中联重科 齐翔腾达

同期 上证指数 0.18 ��������6.05 ���-2.1

指数 深证成指 0.28 ��������9.02 ���0.14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93551

网址：cj.voc.com.cn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7月11日)

水利板块还能走多远？“炒地图”来接下一棒？

微调中，多空双方都很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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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关注的IPO“裸奔”公司一次

过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7月6

日晚间公告称，在当日召开的发审委

会议上，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首发申请获通过。这家公司不仅房

屋建筑、机器设备被抵押，就连四项

发明专利也被用来抵押融资，其全部

抵押贷款的资金超过2亿元， 为其预

计募集资金的一半以上。

然而， 相对于丹邦科技的“裸

奔”，A股现有上市公司的债务违约

风险更大。 上市公司2011年一季报

数据显示， 在当前2200多家上市公

司中，有七家公司的银行贷款金额占

总负债额的90%以上，分别是国栋建

设、赣能股份、深南电A、紫鑫药业、

长城集团、百大集团和国投中鲁。

■记者 邓桂明

多家上市公司“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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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体坛吸金王的姚明在9

年中究竟挣了多少钱？在去年底，媒

体就测算出姚明的身家已突破了7

亿美元。 天价合同以及广告商的慷

慨只是这笔数字的一部分， 姚明还

完成了球员向老板的转型， 让手里

的钱生钱。除了当代言人之外，近年

来姚明又多了一条挣钱的途径，那

就是参与多项投资。

2009年底， 姚明以持有的67.5

万股股份成为新上市的北京合众思

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

在成为股东之前， 姚明是合众思壮

卫星导航仪的形象代言人。 两年90

倍的收益率， 为姚老板赢得了一个

新外号———“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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