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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操作

网友VS选手

周三国内铜锌期价小幅低开， 随后受
到股市大幅走高影响，期价随之震荡走高。
沪铜主力合约1112最后收于62940， 距昨
日结算价上涨90元； 沪锌1112合约收于
16365，距昨日结算价上涨110元。今日国
内股市带动的乐观情绪使金属超跌反弹，
但价格仍保持在所有均线下方， 整体保持
弱势走势。值得注意的是，今晚美联储举行
例会会议， 主席伯南克将关于近期政策做
出讲话。操作建议：以观望为主。

周三郑棉微幅低开， 期价全天震荡略
微偏强， 主力1205合约报收21545元/吨，
上涨35元/吨。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全球
经济依旧低迷，大宗商品仍然承压。郑棉这
两天行情相对其他品种表现稳定， 日内多

数时间维持窄幅震荡的行情，波幅不大；期
价依旧受到均线压制，暂时在21500一线维
持震荡，操作上保持观望为主。

IF1110合约周三小幅高开， 早盘略有
下探后快速拉升，午后在高位震荡整理，报
收大阳线， 成交和持仓环比大幅增加。 沪
深300指数技术上看，日K线报收一根放量
大阳线，站上5、10日均线，KDJ金叉向上发
散，MACD开始金叉，短期向好，但由于今
天个股普涨，明天将面临分化走势，不排除
指数大幅震荡的可能。 关注2800点的阻力
以及成交量的变化。

预计周四IF1110合约在2715-2810点
波动，建议趋势多单继续持有，日内交易者
高抛低吸，注意止损。 ■潘涛

遗失声明
湖南省安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7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0000000087676
（2－1）S，声明作废。

女 33 岁丧偶自营生意多年诚寻重
情爱家男为伴 13480796468亲谈

●本人女 39岁离温柔气质佳独居自
营实体觅重情男 13908458509亲谈

●本人女 46岁离丰满肤白自营公司
有房车觅顾家男 13617319267亲谈

女 28嫁私企富商夫医疗导致不育为
家产寻真诚男亲谈 15825799903

兰心 30 末白领柔情似水肤白高雅摩登
身材暂不成家真心交友 15274865477

邵阳东城食品采购供应
站债权资产转让公告

受委托， 我所发布邵阳东城食品采
购供应站债权资产转让信息， 转让
底价人民币 10万元，交易保证金人
民币 3万元。报名截止期为 2011年
9月 30日。 详见 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84119391

黄小姐 84178699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9月 22日

0736-2572291、15874881855

沅水桃源段
采砂权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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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遗失声明
王勇遗失护照一本， 护照号 ：
G35181087，声明作废。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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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实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4198303153010，声明作废。

男 46 岁丧偶独居健康稳重有修
养，经商收入稳定，诚寻善良体贴
真心成家女相伴一生，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480858539本人

众里寻他： 李燕 31 岁空姐嫁台商夫
不育离寻实在男圆我梦 15179340156

代浪 43012219820603402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高雅女 38岁丧偶温柔贤惠重情顾
家现经营生意情感孤独诚觅一位
成熟稳重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只
求真诚电话：13570863219亲谈

男 53 岁退伍军人丧偶多年收入稳
定有责任心诚觅重情顾家女士重
组家庭可带老人小孩 15013769222

思思 30 岁漂亮大方高雅经济优觅
品正男圆我心愿 18270312295亲谈

单 务 辉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 证 号 ：
1998431104306224612127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黄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银行恒泰支行原预留印鉴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魏芳不慎遗失个抵保单 （号为
30401201043000002913） 票 据 号
№4310000008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湘江不锈钢厨房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 2006 年 6 月 20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2001868
的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2-1）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康乐家庭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0 年 11 月 9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 IC 卡， 代码号：56353323-
0，声明作废。

常青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198401143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白沙苑名烟名酒店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04315901，声明作废。

王雪 28 岁，肤白靓丽性感迷人，嫁香
港房产大亨，因夫不育，寻体贴健康
品正男圆梦 186 1129 1673重酬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金阳网吧和卓逸时尚
网吧遗失网络安全合格证副本两
份， 证号分别为 4301020419 和
4301021018，声明作废。

Taylor*Z：000545现在可以买进
吗？

周建辉：暂时不要进，可以观察一
段时间。

C.紫水晶：高手帮我看看，600851
和600127怎么样？

周建辉：600851基本面改善，可
以持有；600127长线持有的意义不
大。

杀猪的：600348满仓， 小赚三个
点，是否可以继续持有？

周建辉：因大盘回升，可能有一波
上涨的行情。

跟你ξ不熟：002045广州国光后
市如何？

周建辉：反弹行情可以延续。

HAPPY：002182云海金属可以继
续持有吗？

周建辉：基本面一般，期望不要太
高。

听风的歌：000729燕京啤酒是不
是一直在出货啊？

周建辉：从基本面向好这方面看，
也可能是打压吸筹。

周三上午， 在金融股强势拉升的带动
下，大盘一路飙升，一举收复5、10日均线，
成交量也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午后水泥、
煤炭等权重股相续发力， 促使大盘维持在
高位震荡。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的股票普
遍获利， 部分空仓的选手也纷纷进场。不
过，当天总收益率排名第一的选手李亚平，
建议股民应择超跌股建仓。

李亚平：迅速出击“浴火重生”股票
曾经的三湘股王、“忍者神龟”李亚平，

在特别赛季结束之后， 再次加入到挑战
20%的行列之中。不过，这次他不再做“忍
者神龟”了，而是转做短线操作。第十一赛
季开赛才三天，他已换了两只股票。李亚平
表示,接下来一段时间，他将尝试10多个点
就换股的操作思路， 暂时放弃过去的中长
期投资策略。

他上周便持有的方正证券， 在周三早
盘急速拉升两个多点，此时获利已超10%，
于是顺势抛出， 转投当天炙手可热的航天
科技。经过前日的上攻，其股价已突破多只
均线，目前已在相对高位。

“受天宫一号题材的刺激，航天科技近
两日强势上攻， 巨大的成交量说明市场普
遍看好该股。”李亚平表示，除此之外，该股
主力在前期挖了一个大坑，多次洗盘之后，
主力控盘较强。因而他认为，航天科技后市
继续拉升可能性极大。

而对目前大盘的行情， 李亚平概括为
“浴火重生”。他在博客中表示，近几个月以
来，沪深两市的扩容速度相当快，导致股市
资金严重不足，几乎将股指打入了“地狱”。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么好， 而我们的
股市却是这么差； 为什么我们身边什么都
在涨，只有股票不涨的原因所在。

近日， 有中央媒体发表文章指出了这
一点，说明国家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李
亚平认为，这就意味着未来几个月，扩容过
快的现状或将有所改善。因此，此次反弹犹
如“浴火重生”。

所以， 他建议股民选择前期已出现超
跌的股票建仓抄底。

谢林峰：减仓高位股，追低估值
谢林峰自今年四月底以来便空仓，直

至8月底才建仓中原内配。不过，该股一直
在低位徘徊，加之大盘的“不给力”，谢林峰
未有获利。 特别赛季过后他追进处在上升
趋势的凤竹纺织， 但随着该股逐步接近前
期高位，回调压力也渐增。“辉丰股份经过
多次急跌之后，目前股价已处在低位，估值
极低。”谢林峰表示，周二该股强势上攻，周
二更是跳空高开。于是，减仓凤竹纺织，将部
分资金转入辉丰股份。

除此之外， 他还认为被低估值的股票，
未来上涨的空间也更高。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大盘“浴火重生”，寻找“涅 凤凰”

个股普涨后面临分化走势

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会
员制和公司制。

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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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1年上半年A股市场持续
低迷，至今仍未摆脱下滑趋势。与此相适
应， 机构调仓的比例也大不相同。 根据
Wind统计数据， 基金二季度调仓意图明
显，增持了医药、百货等大消费板块进行
避险。

正在发行的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
基金便聚焦大消费投资，以分享中国经济
增长与结构转型带来的投资机会。

据了解，银华消费主题分级基金基于
对大消费行业的长期看好，将不低于80%
的股票资产投资于大消费行业，通过发掘
大消费行业中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上市
公司，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健增值。

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尤其是在“十二五”规划中，作为“三驾马
车”之一的消费作用越来越凸显，通过扩
大内需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必然
趋势。 ■记者 杨斯涵

基金调仓青睐消费股

有望成为今年最大A股首次公开发
行(IPO)的中国水利水电周二启动A股发
行程序，9月27日为其网上申购日，是次拟
发行不超过35亿A股，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合计173.17亿元， 将冻结约5000亿资金。
而较中国水利晚一个月过会的陕煤股份
计划募集资金也达172亿， 预计冻结资金
也将在5000亿元左右。 中国货币市场包
括Shibor和回购市场各短中期利率随后
多出现大涨。市场人士认为，为舒缓银行
间流动性压力， 央行很可能收缩回笼力
度，继续净投放资金。

■记者 邓桂明

大盘股招股冻结5000亿

哀

在 大 市 探 底 之 际 ，*ST 盛 润 A
(000030)却逆市收获了18个涨停。自换股
吸收合并富奥股份这一重组方案披露
后，停牌一年多的*ST盛润A就好像脱了
缰的野马， 复牌以来累计上涨近118%！
一位长期跟踪该股的分析人士表示，由
于近期市场疲弱， 在没有其他热点炒作
的情况下， 炒高一只个股会带动一批资
金。只是，盛润的重组仍然是在走流程，
不确定性因素还存在，“重组噱头已经难
以再支撑该股股价， 如果该股成交量再
放大就可能见顶。”

逆市连拉18个涨停

惊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9月21日）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赛季总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李亚平 2.22 6.17 99 航天科技
2 谢林峰 2.99 5.81 99 辉丰股份 凤竹纺织
3 李安 4.09 4.09 97 濮耐股份 辉丰股份
4 左焯 5.25 3.35 100 太平洋
5 黄双庆 4.33 2.68 99 阳泉煤业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福建水泥
同期 上证指数 2.6 1.23
指数 深证成指 2.93 1.04

德盛期货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