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句号：请问高手，三一重工可以进了吗？
李瑾：双头已形成，正在破位。
我永远爱吉利：老师好，宁波富达可以做

中线吗？
李瑾：短线品种，此位置较高,�8元以下，逢

低吸纳。
平淡：请看看600160巨化股份，可以继续

持有吗？谢谢！
李瑾：不宜继续持有。
逆风：请问601258成本30.68元，怎么操作？

割肉吗？谢谢！
李瑾：不怕错只怕拖。反弹割肉,亏损不大。

网友VS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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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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治愈牛皮癣病好不复发再付款
成都市白求恩国际医学院是一所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大型皮

肤顽症诊疗机构，本中心由国内外几十位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强强联手以
现代化，科技化，专业化创新为龙头，在传统中医药基础上，反复研究与实践，
经过数千次临床验证，成功研制出攻克牛皮癣的特效药物“丹参癣康王”。

该药临床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牛皮癣,湿疹，不仅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
痒，消斑润肤之功效，而且更能彻底阻断牛皮癣及各类皮肤病基因复制，激
活正常细胞再生，提高人体免疫力。一些医学界不能破解的医学难题，在我院
成功破译。 该药最大的特点是愈后不复发，抗复发性强，只需口服，不需外用，
无毒副作用，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是目前治疗皮肤顽癣的首选良药。

为让全国患者切身体验高科技新药成果———丹参癣康王的独特疗效，
面向全国举办免费赠药活动，不便前来的患者开设邮寄业务，只需来信写
清病情年龄、地址电话，我院收到信件后即可免费为您邮药，也可发手机短
信、网上留言、直接电话联系，病好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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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易宇森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112656200278，声明作废。
刘睿智遗失保险公估证 ，证号：
CLA20091243000900081，声明作废。

黄晓东 43010319751120457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黎金乡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宁土合 2001-1217，
声明作废。

微微女 28 高雅大方寻异地健康男
圆我美好心愿 18720562050亲谈

本人男 55 岁丧偶经商事业辉煌有
车房首次征婚诚寻贤惠重情的女
士有缘共度余生 13751367289亲谈

注销公告
岳阳天模防水建材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所有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刘先生（13975013130）
书面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通 告
我公司员工谢雪峰、凌斌、欧阳梅
3 人无故连续旷工 15 天以上，其
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和
劳动合同规定， 公司决定解除与
其 3 人劳动合同关系， 并限期一
个月内至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长沙湘智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

交友 声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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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交密友真诚择偶找红姐 82526566

靓女 36未育经商富裕独住不谈
婚姻只交友 15574846589

女 45 离 1.6 公务员漂亮独居经济
好征地域不限结婚男 13308451267
●本人男 48岁丧稳重健康经商多年
诚寻传统女士为伴 13825420698

萱萱 28岁温柔漂亮觅品正男圆梦有
缘共同发展 13918298067免中介

贤惠女丽丽 29 岁夫因不育离寻诚
信男给我有家梦 18296302630亲谈

温柔女 29 岁肤白性感高雅大方特
寻品正健康守信男士圆我美好心
愿有缘助发展 18770378753亲谈

众里寻他： 王丽君 29 岁温婉贤淑夫台
商不育家业庞大无孩离寻诚实懂我男
圆我梦真情财富回报你 18296304892

非诚勿扰：王敏 28岁美丽善良夫港商
无孩离为家业寻实在男给我有孩家你
如真诚我给你一切 15179395131本人

女 33 岁丧偶独居经商经济优诚寻
健康踏实男为夫 13428952538本人

●本人征婚：男 46岁丧稳重健康，某
部转业从商经济稳定无负担，诚心找
寻一位：传统家庭责任心强的女士为
伴。 可带孩老人 13510482163亲谈

黄静 430681198004070047 遗失第二
代份证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8年。

云经珍 43240219640906452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军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197911100516，声明作废。
王立新 43900419920101931X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苏楚钊遗失户口内页，出生日期：
2006年 11月 6日，特此声明。

周娉婷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903198010211229，声明作废。

陈宇平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1960101725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高速公路物资经营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表，表号：619478，声明作废。

陈增辉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
430626198502235145，声明作废。
杨涛遗失毕业证，证号：
105321201105，声明作废。

杨涛遗失学位证，证号：
105324201100，声明作废。

杨涛遗失湘迁字第 00516725
号的户口迁移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黄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望城农村合作银行星城支行转账
支 票 ， 号 码 ：411076 -411084、
411086、411090-411091、411093-
411100、411051-411075， 另遗失
原预留印鉴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新明遗失坐落于星沙镇星沙
大道圆梦花园 5 栋 604 的号为
长房权证星字第 711000359 的
房屋产权证。另遗失坐落于长沙
县星沙大道以西圆梦花园 5-2-
602（5 栋 604）的长国用（2011）
第 121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景城汽修厂遗失宁
乡县玉潭工商所 2011 年 5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24600222358，声明作废。

高手访谈

大盘周二低开，随后震荡向上回补缺
口，之后展开了低位盘整。量能上依然没
有什么大的起色，大盘呈现下不去也上不
了的局面，多空双方也是来来回回，难以
保持相对优势。

【多方阵营】
国诚投资：指标股护盘，大盘开始企稳

周二的盘口观察，依然是多数股票下

跌，部分股票上涨，但上涨家数较周一有
所增加，表明个股反弹的范围开始逐步的
扩张，由此也带动一定的人气恢复。权重
股中，涨跌不一，其中银行股、券商股、保
险股、煤炭股等表现相对有力，其中指标
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表现给力，对市
场有一定的护盘效应，由此使得大盘呈现
了止跌收稳的盘整。

【空方阵营】
北京首证：跌幅收窄，短期回暖无望

这次央行突然决定扩大商业银行存
款准备金收缴范围，有人计算过其作用相
当于提高3次存款准备金率， 对此市场的
确是作出了利空的反应，不过总体上还是
相对温和，股指跌幅比较有限。时下大盘

的确是已经差不多跌到位了，很难再深幅
下跌。但短期市场主要受到偏紧的资金面
和动荡的外围市场的考验，并且伴随着政
策预期较为混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市场
仍将在底部盘整。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梁兴

继周一“五阴夹一阳”的跳水之后，大
盘在周二再次缩量下跌。今日大盘大幅低
开，而近期市场连续的地量地价，也预示
前期低点2437点将受到考验。尽管市场的
低迷，但总有一些“勇士”敢于炒作一些走
强的题材股票。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陈悦
就是其中的一位，其持有的磷矿题材股六
国化工当天涨幅达3.5%。

记者：为何割肉炒作题材股？
陈悦：熊市之中成交稀疏，大资金买

卖易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所以主力一般
不会轻易进场，这就给散户们的小资金留

出了空间， 也给了他们显山露水的机会。
因而，我们可以乘机精选一些具有一定题
材的股票，度过这个“寒冬”。

记者：那么目前行情下，炒作题材股
需要把握哪些原则？

陈悦： 从涨幅排行榜和消息面中发现
题材股， 题材股往往有快速爆发快速冷却
的特点，一般只有四五天上涨，而在熊市之
下，则会更短，犹如虎口拔牙。因此，每天观
察盘面， 从涨幅排行榜中发现群体出现的
个股，及早跟进，有一定获利立即出货。

比如，六国化工这样的前期已有一定

涨幅，并有过短期调整的题材股票。再次
突破上涨时介入，回调风险倍增，尤其是
市场做多被绞杀殆尽的情况下。 所以，一
定要坚持“快进快出”。

记者： 近期世界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
即将来到长沙，你是怎样看待罗杰斯的呢？

陈悦：罗杰斯能来到我们湖南，当然
是我们三湘投资者的一大盛事。 不过，我
们决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式，生搬硬套
他的投资方法和理念。在对待罗杰斯的投
资理念时，一定要注意“拿”你所需要的。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暴跌之下，躲在题材股中“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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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掘金季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特别赛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陈悦 3.5 0.47 100 六国化工
2 潘国微 -0.3 0.08 99 齐翔腾达 路桥建设
3 吴镇南 0 0.04 0
4 朱俐 0 0 0
5 李安 0 0 0
同期
指数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 (9月6日)

上证指数 -0.33 -14
深证成指 -1.61 -13

大盘没量，多空双方只能“眉来眼去”

“这是怎么回事？”9月6日9点30分开盘
后，股民在ST渝万里(600847.SH)股吧里留下
这样的疑问。 当时，ST渝万里在集合竞价阶
段罕见地没有出现任何成交，并且在开盘后6
分钟内，ST渝万里虽然有买卖盘， 但买盘一
直在13.63元/股之下，卖盘一直在13.63元/股
之上，买卖双方亦无任何成交，直到9点37分，
ST渝万里才在13.63元/股的价格上成交了10
手，形成了当日13.63元/股的开盘价。据悉，
ST渝万里为沪深两市少见的袖珍股，总股本
仅为8866万股， 最近五个交易日的交易量在
1648手与5523手之间，一个未经证实的坊间
传闻是，ST渝万里有意谋划定向增发， 而保
荐机构为国泰君安。 ■记者 邓桂明

股市表情

ST渝万里开盘6分钟零成交
惊

■制图/王珏

本报讯 在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基金业，创新
能力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从年初的
黄金基金，到下半年的全球收益不动产基金，再
到刚刚正式发行的油气资源基金， 诺安基金接
二连三推出新产品。

8月22日，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基金正式
对外发售， 选择海外REITS作为投资标的。同

时，国内第一只专注于油气
能源主题的基金———诺安
油气能源基金也于8月29日
发行。

据了解，诺安油气能源
基金为FOF，主要投资于优
质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
业类基金（包括ETF）。“因为
和大多数基金最终的标的
为上市公司股票不同，诺安
油气能源所投资的行业类
基金并不是去投资股票，这
些行业类基金是实实在在
的投资石油、 天然气等商
品。” 诺安油气能源基金经
理梅律吾说。■记者 杨斯涵

诺安全面打响抗通胀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