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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逐步回暖以及比亚迪等新股

上市后大涨的示范效应， 沉寂良久的新股

炒作现象近日又有所抬头。 深交所投资者

教育中心为此再度警示“炒新”风险。在参

与东宝生物、 冠昊生物和飞力达上市首日

交易的投资者中， 个人投资者买入股数占

比分别为 99.42% 、96.94%和 98.10% 。其

中，买入5000股以下的个人投资者账户占

比分别为92.93%、92.18%和93.98%。在东

宝生物和冠昊生物首次停牌后至第二次停

牌期间， 追高买入的投资者亏损面分别达

到92.40%和82.79%。

2011年7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范彬 美编/代宏福 校对/周燕萍

B05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财经·互动

随着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半年报预约

披露时间表的公布，2011年上市公司中

报披露也已拉开序幕。 中报行情的炒作

也逐渐成为近期的热点之一。 三湘股王

争霸赛的选手们也早已“磨刀霍霍”，准

备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干一场。

陈悦：“大刀”砍向碱化工龙头股

在华东科技上大获全胜之后， 陈悦

并没有停下赚钱的步伐， 而是将矛头指

向国内纯碱行业龙头———三友化工。“虽

然三友化工的股价在前期已有炒作，但

其半年报的业绩预期非常看好， 短期内

再度拉升的空间仍比较大。”

陈悦一直是以短线操作为主， 这次

选择全仓追进三友化工， 作为中报行情

的炒作标的，除了其预期业绩，还因为该

股的本身走势较强。“众所周知， 中报行

情的炒作往往需要大盘的配合。 目前大

盘已进入一个相对振荡期， 虽然下行调

整的可能性已很小， 但仍然会限制中报

题材股的上升空间。”陈悦认为，选择类

似于三友化工这类强于大盘走势的绩优

股，可以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

不过， 陈悦提醒短线投资者：“一旦

中报业绩公布，应立即出货。另外，那些

前期炒作已经将股价抬升至高位， 而又

具有中报业绩题材的股票， 无需再去关

注，因为其上升的空间已经有限，短期炒

作意义不大。”

周建辉：“匕首”捅入高铁概念老大

选手周建辉一直计划在中国北车这

只股票上做长期的价值投资， 因此即使

该股近期一直处于向下调整阶段， 但他

仍持股不动。不过，对于迎面而来的“中

报行情之风”， 他还是有些按捺不住了。

“我将拿出小部分的资金做高抛低吸操

作，摊低持股成本。”

据中国北车业绩预告显示， 上半年

业绩预计增长幅度将在120%以上。因

此， 周建辉认为该股在业绩公布前将有

一波拉升。虽不能使出“大刀”，但是仍可

以用“小匕首” 在中报行情中分得一杯

羹。“在这期间我将会在高位抛出一部分

股票， 低位再吸进。 这样既可以摊低成

本，也可以满足自己的操作欲望，做一下

短线投机。”周建辉半开玩笑地说道，“虽

然做长线，但是我每天仍坚持盯盘，因此

难免会有些‘手痒’。”

■实习生 黄文成 闫沁波

记者 李庆钢

周四盘面符合前期判断，从市场热点分

析，市场整体呈现普涨格局，如果从行业来

看，弹性最佳的有色金属板块成为反弹的中

坚，加之近期黄金走势不错，黄金股的上涨

也带动了有色的反弹，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一

点，这种上涨应该只是交易性机会，而笔者

前期反复提示的消费类股，则还是呈现全面

上涨的态势，其中包括纺织服装、食品饮料、

家电、农林牧渔、商业以及医药等均属于行

业涨幅前列的板块，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大资

金已经在全面部署消费股，从中线角度看消

费股应该还有机会。

从近期的消息面看，欧洲债务问题中期

还将困扰市场，而从国内情况看，市场对于

通胀的担忧也没有完全缓解，未来还有出现

反复的可能。但是自从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

后，近期政策会有一定的政策真空期，8月中

旬将公布七月经济数据，所以目前留给市场

主力操作的时间还有大概一个月，在这一个

月里， 目前点位已经到了2800点附近，3000

点超级大关在没有很大的利好的情况下可

能是难以突破的，但这轮行情到2900点是可

期待的，所以尽管短期震荡，投资者还是可

以比较放心的操作。操作上，由于空间不算

太大，这轮行情可能到了后期，防御变得比

较重要，所以前期滞涨或超跌的医药、消费

零售等品种是近期操作首选。

■长城证券 张新建

无影：002202金风科技和000594

国恒铁路怎么样？

黄双庆：002202建议突破月线再

介入；000594箱形调整，拉高出货。

捕风：600961株冶集团可不可介入？

黄双庆：可以介入。

等待：000993闽东电力怎么操作？

黄双庆：业绩大幅下滑，建议换股。

独木舟：600611大众交通这股怎么样？

黄双庆： 低位调整， 长线可以持

股，短线请避开。

有希望： 请问600478科力远还可以

进吗？

黄双庆：短线可以介入。

麦格雷戈：000629樊纲钒钛，12.3

元的成本，如何操作？

黄双庆：可以继续持股。

狼游天下： 请问600600青岛啤酒

还有上涨的空间吗？

黄双庆：压力位38元，短线拉伸出货。

如果.爱：请问600702沱牌舍得可

以介入吗？什么价位合适？谢谢！

黄双庆：目前价位不宜介入，回调

后再买进。

周四上交所金属市场高位窄幅震荡，

成交量较周三有所减少。 沪铜1109合约

上涨40元；沪铝1109合约上涨30元；沪锌

1109合约上涨100元；沪铅1109合约上涨

65元。国内要求地方政府逐步淘汰铝、铜、

铅和锌冶炼落后产能,以限制高能源和高

污染行业。此消息短期对于金属市场偏于

正面，技术上亦属于强势之中，金属多单

仍可持有。

受ICE原糖期价周三创新高后大幅

回落影响， 郑糖周四早盘平开后期价反

复震荡走低， 下午冲高但尾市大幅跳水

全线收跌，主力合约SR1201报收于7190

元/吨，跌44元。郑糖在急拉过后留下第

六个跳空缺口，可能进入上涨衰竭阶段，

呈现高位震荡整理走势。

IF1107周四低开震荡整理， 报收小

阳线，成交和持仓环比减少。大部分资金

开始移仓IF1108合约，IF1108合约成交

和持仓大幅增加。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

看，多条均线开始粘合向上，KDJ、BOLL处

于强势阶段。从周四市场的运行来看，下方

的承接盘较为积极，量价配合较好，大盘将

延续反弹格局。注意3136点的阻力及3090

点的支撑。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期货知识

什么是套期保值

套期保值是指交易者在期货市场

上持有与现货市场上交易头寸相反，

数量相等的同种商品的期货合约。无

论现货市场上的价格如何波动， 最终

期货市场上的收益（亏损）来抵消现货

市场上因价格波动带来的亏损 （收

益），是以此回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的

交易行为。

7月11日晚， 一滕姓彩

民在怀化麻阳43129079的

投注站投注福彩 3D号码

“767”250倍，收获奖金25万

元。据悉，当天中奖彩民仔

细研究双色球号码后，顺便

买了3D，没想到的是，有心

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

荫。 这次意外中得25万大

奖，让中奖彩民喜出望外。

■张红兰

选手操作

中报“肥羊”走近，选手放肆磨刀

德盛期货专栏

上交所金属市场延续上扬态势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93551

网址：cj.v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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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林 0 29.5 ����13.31 ������0

2 陈悦 -0.5 25.1 ����-12.5 ������100 三友化工

3 李俊杰 0.12 ��������13.9 ����-25.6 ������98 北大荒 云内动力 传化股份

4 黄双庆 0.01 13.5 ���������� ����5.137 ������98 三一重工 阳泉煤业

福建水泥 中联重科 齐翔腾达

5 贺雨露 -1.2 13 ����3.171 ������100 洛阳玻璃 上海普天

同期 上证指数 2810.44 6.34 ����-1.9

指数 深证成指 12440.83 9.04 ����0.16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7月14日)

麻阳彩民意外中得福彩25万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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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震荡后

大盘仍有上升空间

长城证券第95期投资大讲堂

主题：食品饮料行业的投资机会，股票

的买点与卖点

主讲人：谭柯张新建

时间：7.16日（周六）下午2：00-5：00�地点：

五一大道235号湘域中央一栋五楼长城证券

长沙营业部详询：0731-88091018/88091008�

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参与！ 远离

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和委托理财活动， 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

在上周3期福彩双色球（第2011077

期-第2011079期）开奖中，全国累计中

出28注一等奖。其中，双色球第2011077

期送出10注头奖， 单注奖金为684万余

元， 其中山东一位彩民凭借2倍投注揽

得1369万元。双色球第2011078期井喷13

注单注奖金为622万余元的一等奖，其

中有7注落在广东，广州一位彩民凭借5

倍投注赢得3110万元。另外，我省常德

彩民也收获头奖1注。 双色球第2011079

期中出5注头奖，单注奖金897万余元。另

外，上周双色球共开出313注二等奖，最

高单注奖金为36万余元。上周，我省彩

民获14注双色球二等奖。 ■李丹西

双色球上周送28注头奖 惊现3110万元大奖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惨

“炒新”追涨散户92%亏损

在连续两个月的冲击下，7月份上市

公司股东增持现象将更上一层楼。 据数据

统计显示，7月以来， 不足半个月的时间，

沪深两市已有35家上市公司发布了股东

增持公告，累计增持数量达1.36亿股，涉及

金额达13.85亿元。 而6月份全月的增持数

量仅有1.05亿股，涉及金额为15.3亿元。

■记者 邓桂明

喜

A股再现增持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