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随着经济增速减缓，货
币信贷的回调， 及翘尾影响的减弱
等，CPI将逐渐回落，相应的加息或将
步入后半程。 受整体资金面影响，万
家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邹昱认为，此
时正是布局债券市场尤其是分级债
基的“好时光”。

由于债券市场收益率走势主要
受资金面影响，邹昱表示，未来资金
面转暖将带来利率债价格的止跌回
涨， 金融债胜于国债处于利差高位，
且中长期金融债收益率回落溢价较
大。为此，万家分级债基将充分研究
市场形势及微观市场主体，采取积极
主动的投资管理策略，通过定性与定

量分析，对不同投资品种运用不同的
投资策略，并充分利用市场的非有效
性，把握各类套利机会。目前，公司主
要倾向于选择利率产品以及高评级
公司债和短融，并选择低风险城投债
适当配置。

业内人士认为，美国继续推出量
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在增加，而央行
货币政策已出现结构性放松的迹象，
债券市场已开始显现积极信号，在当
下市场震荡“寻底”的过程中，布局分
级债基，不仅能有效规避市场震荡风
险， 还能有望捕捉到更多的收益回
报。

■记者 杨斯涵

加息后半程布局分级债基

山菊幺幺： 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002496。

胡南斌：002496可以继续持有，
002496可以继续持有。

Sunmoon：000860后市如何？
胡南斌：000860顺鑫农业， 继续持

有，大型头尖顶，正在形成。
浪迹天涯： 请问高手000100成本价

2.78元，后市怎么走？
胡南斌：000100新低不断，出掉。
跟你ξ不熟：000911如何？现在可以

介入吗？
胡南斌：000911现在介入不是很

好，小仓位参与。
黑⌒_⌒狼：601008后期还有机会上

升吗？
胡南斌：601008连云港， 上走到60

天应该走人。
破碎之冰=水：002120后期走势如何？
胡南斌：002120上升趋势不明，可

波段参与。

网友VS选手

A股市场“不死鸟”神话再现惊艳一
幕。8月29日，暂停上市交易达28个月之
久的*ST夏新 (600057.SH)，在完成重组
并更名为象屿股份后恢复上市交易，这
也是本月以来，A股第四只“不死鸟”重
生。在资产重组的“麻雀变凤凰”效应刺
激下，恢复上市交易首日，象屿股份暴涨
99.5%，报收7.94元/股，而其暂停上市时
的收盘价为3.98元/股。值得注意的是，象
屿股份当日创下了历史成交天量，成交总
量 达 75719729 股 ， 成 交 金 额 高 达
62157.72万元，换手率为31.02%，这表明
不少等待已久的投资者获利套现。如同众
多披星戴帽的垃圾股咸鱼翻身一样，象屿
股份的押宝者也从A股“不死鸟”饕餮盛
宴中挖到了一座金矿。

8月份以来，两市股指持续表现不佳，
其中，沪指至今的跌幅为4.64%。但两市
仍有800多只个股逆市上涨。 统计资料显
示，扣除一些非持续交易的个股外，在8月
份有持续交易的大牛股，主要来自于涉矿
题材股、中小板和创业板等股本较小的股
票， 其中正和股份以逾五成的涨幅居首。
涨幅居前的其余9大牛股分别为天业股
份、新开源、兄弟科技、瑞丰高材、登海种
业、冠昊生物、迪安诊断、拓尔思、鑫龙电
器。 ■记者 邓桂明

8月最猛公司连拉4涨停
羡

本月第4只
“不死鸟”重生

牛

股市表情

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造成的
尿酸盐结晶沉淀在关节周围及皮
下组织、骨骼及尿路引发的病变。
间歇性反复发作，以足拇趾关节
踝关节多见，发作时红、肿、热、
痛，浑身像上万条虫子在啃骨头，
痛得睡不着觉，走不了路，膝盖飕
飕冒凉风，比寒风都钻心刺骨，高
烧不退以夜间为重。 若不及时治
疗，会诱发关节变形或形成痛风
石、尿路结石、肾结石、肾衰竭、尿
毒症，甚至危及生命。 痛风与风
湿不同，庸医常把痛风当风湿治，
结果越治越严重，甚至瘫痪残疾。

一直以来，医学界对于痛风
缺乏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
的共识是单一的服用秋水仙碱片、别嘌醇对胃肠及肾脏损害较
大而且反复发作治不好。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痛风学术研
讨会上传出一个令痛风患者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由我国痛风

攻关组在藏医药治疗痛风精髓的
基础上，研制的痛风新药《藏羚十
五味》在经过 2236 例痛风患者近
五年的临床试验终于获得成功。
临床观察证实：该药的有效成份可
将长期沉积在体内各部位的痛风
结石分解成水，二氧化碳和可溶性
钠盐，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防止再
次沉积形成结石；还可有效纠正嘌
呤代谢紊乱，调节尿酸，平衡血尿
酸浓度，改善病灶机体微循环，从
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目前:《藏羚十五味》已获得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Z20003201，藏羚十
五味专病专治痛风，服药后 3-7 天
显效，2-3 个疗程临床治愈，5-6

个疗程还你健康生活。（注：2 盒一疗程）。 据悉：藏羚十五
味已在湖南火爆销售，读者可拨打 0731-85516127 订购。
免费送货或邮寄。

痛风新药在我国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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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李遗失新华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合
同， 保单号：885820893090， 发票号：
01120589302229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赛光 43010219830317555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邓赛光遗失警官证，警号：
4312397，声明作废。

湖南无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建设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5510005961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严建文 430111197307090810驾
驶证遗失，声明作废。

严建文 430111197307090810身
份证号遗失，声明作废。交友 声讯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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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公 告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刘志英 43252219731015580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阿云 29高挑温柔特寻体健男圆
我美好心愿 18720561179亲谈

长沙国泰混凝土有限公司原公章
作废，已启用新公章。 特此声明。

声 明

余迎春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626196812207423，声明作废。

柳成敏遗失报到证，证号：
200610537303207，声明作废。

唐娟娟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2922198212256143，声明作废。

王圳 43132119900503366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欢 43011119890609502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杨勋 43011119810316001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韶山路绝佳地段房产转让
受委托， 我所发布城市花园 C 栋 805
号（长沙市韶山路 025 号）房产转
让公告，建筑面积为 118.54m2，底价
57.3259万元，均价 4836元/m2。
详见： 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9073153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8 月 31 日

男 53 岁，丧偶，自办工厂多年，条件优
越，车房全 ，寻朴实贤惠明事理真心想
成家能过日子的女士为伴 15811829955

真情求助女慧慧 29 岁温柔漂亮特
寻真诚健康男士 15079398462亲谈

高建华遗失中南大学毕业证编号：
00429950990122，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
男 49岁丧偶，为人正派重感情
退伍军人现经商， 希望寻觅一
位顾家有爱心珍惜情感女士为
伴，有孩可 13570835322亲谈

男 48 离 1.71 公务员车房全不在乎
女方经济征人品好妻 13308451267

本女求缘：真诚女 29岁夫台地产商不
育为家业密寻实在男了我心愿婚否贫
富不限公证属实 18296308682本人

《铿锵玫瑰》 李小姐 28 岁气质佳
高雅善良寻健康体贴男圆我美好
心愿联系电话：15158456199亲谈

气佳女芹芹 31 岁温柔漂亮大方丰
满有爱心觅品正男圆我美好心愿
有缘共同富贵 18818807497亲谈

长沙意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09 年 9 月 1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1）（2-
2），注册号：430103000050035。
另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及 IC
卡，代码号：694023943。 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
10872301，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退伍军人男 47 岁丧偶独居稳健重
感情，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体
贴女为妻，其它不限，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3723732091本人

周恩昊 43010219740808051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女李娜 36 岁，丈夫集团董事长，因年
迈去世，心情悲痛的我只愿有缘男士
陪我游玩散心 18600199589重酬

百 万 男 52 未 病 退 残 征 女
85121451信寄黄兴南路 88 肖收

应本报的邀请， 世界著名投资大
师罗杰斯将于9月16日空降星城长
沙， 在湖南省第二届金融博览会期间
参加创远湘江壹号“掘金中国，发现湖
南”吉姆·罗杰斯投资高峰论坛。届时
湖南的广大投资者将有机会与罗杰斯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而与本次报告会
配套的互动活动， 三湘股王争霸赛掘
金季也于周二正式开赛。

作为活动的邀请方， 三湘华声全
媒体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广泛深入地参
与到这次投资大师的湖南之行中来，
特设计了多个互动活动。 而特别活动
之一“三湘股王争霸赛特别季”，为参
赛者提供一次免费参与报告会的机
会，即收益率排名前三位的选手，将各
获赠入场门票一张。

继股王张强之后， 近期崛起的新
股王袁林， 对本次活动颇感兴趣。“如
果有幸能参加此次报告会， 当然要把
握住向罗杰斯讨教的机会。” 袁林表
示，罗杰斯是与巴菲特、索罗斯齐名的
世界顶尖级投资大师， 尽管他们对短

线操作的理念并不“感冒”，但能与他
们进行交流，也是一种的荣幸。

自2005年沪深股市扩容以后，袁
林便开始专注于新股的炒作。在参加
三湘股王争霸赛初期，他的操作并不
是很顺利，在第七赛季末，曾损失近
15%。但是，经过两个多赛季的“蛰
伏”之后，他在第八赛季全面爆发了。
借助陕国投A强势复牌，两天内便一
举夺魁， 并且当季总收益一度接近
40%。

目前，袁林近三个赛季已实现“三
连冠”， 而且累计收益率已达88.7%。
掘金季开赛第一天， 袁林凭新股N朗
姿获利2%而独占鳌头。那么谁将是与
之争锋的短线高手呢？ 我们欢迎广大
投资者加入到挑战20%的行列中来，
与三湘股王争霸赛新股王袁林一比高
下，赢得参与罗杰斯报告会的入场券。
本次特别赛的起止时间为8月30日-9
月12日。报名电话：0731-84326115。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三月获利近九成，谁与新股王争锋
参与三湘股王争霸赛“掘金季”，赢取与罗杰斯对话机会

选手操作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掘金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袁林 2.81 2.81 73 N朗姿
2 杨林高 1.17 1.17 27 冠昊生物 仟源制药

星星科技
3 黄双庆 0.28 0.28 99 阳泉煤业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福建水泥
4 韩嘉 0.22 0.22 98 瑞贝卡 冠农股份

成城股份
5 吴镇南 0.04 0.04 2.9 云南城投

上证指数 -0.38 -0.38
深证成指 -0.25 -0.25

同期
指数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8月30日)

机构观点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16721816
网址：cj.voc.com.cn

掘金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