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我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
啊！” 兑奖室内一中年男子握着工作人员
的手兴奋地说道，原来这位就是双色球第
2011125期的幸运大奖得主，来自邵阳的
马先生（化名）。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10
注，单注奖金623万元。

“我的彩龄不算长，只有3年多， 3D是
我买得最多的， 觉得中奖相对容易些，也
中过几次大奖。那天路过高速公路服务区

的福彩投注站时，看到现在双色球正进行
2亿元加奖，一时兴起，就机选了3注双色
球，没想到当天晚上看开奖的时候发现开
奖号码和自己的居然一个不差。” 马先生
说，“当时就懵了， 对着彩票看了好几遍，
发现真的是自己中了大奖，告诉女儿的时
候，她还笑我是不是年纪大了，又在做白
日梦了。”

■通讯员 周丹

双色球623万大奖得主领奖

亏损高达近千亿元，这就是首批基金三
季报带来的触目惊心的数字。伴随着基金的
巨额亏损，则是基金全面溃败、赎回扩大以
及明星基金经理的光环消失。

“四大皆空”基金全面溃败
在前三季度，包括股票型、混合型、债券

型和QDII基金在内的四大类基金都出现大
幅亏损，四大类开放式基金同时亏损还是头
一遭。根据首批公布三季报的198家基金的
数据进行统计， 已披露季报基金三季度合
计亏损985.94亿元。

人气涣散赎回扩大
基金赚钱效应难聚， 基市人气持续涣

散。 从首批三季报所统计的基金申赎情况
看，投资者“无心恋战”，而罕见出现亏损的
债券型基金更是引发了持有人的“大撤退”。

数据统计显示，20家基金公司旗下277
只开放式基金三季度遭遇总额为176.36亿份
的净赎回，净赎回比例为2.07%。

明星基金经理光环褪去
在基金全面溃败的情况下，那些明星基

金经理的表现又是如何？根据已公布的基金
季报统计，“基金一哥”王亚伟的身影出现在
9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其中6只
股票被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华夏策略混合共
同持有。

从10月份以来的股价表现来看， 王亚
伟持有的9只股票有7只下跌，这7只重仓股
跌幅均超过4%， 跑输大盘1.78%的跌幅。华
夏策略、 华夏大盘精选前三季度的回报率
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32名和第71名，10月
以来回报率排名则落后至第71名和164名。

■记者 李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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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庆钢

随着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等湖南重量
级上市公司的三季报于周一披露之后，湖
南上市公司的三季报正式收官。 那么在三
季报中， 最赚钱的公司是哪些， 谁的业绩
“变脸”最快，同期又是哪些公司涨幅最大？

工程机械、农业、商业最赚钱
尽管电广传媒以1.56元的每股收益在

三季报中夺魁， 但是湖南上市公司中最赚
钱的行业却不是近来热炒的文化产业。

在三季报收益排行榜前十名中，工程
机械行业仍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中联重科1.01元和三一重工0.77元的
每股收益分别列三季报收益排行榜的第
四和第六， 山河智能尽管未能进入前十
名，但每股收益0.47元也足以当得上绩优
公司。

万福生科和大康牧业分别以每股收
益1.02元和0.73元， 分别在排行榜上位列
第三和第七，此外唐人神也取得了每股收
益0.58元的佳绩。 这三家公司的亮丽表
现，使得农业板块少有地成为湘股最赚钱
的行业之一。

商业板块也在三季报的收益排行榜上
表现不俗。 友阿股份和步步高分别以每股
收益0.7295元和0.685元位列收益排行榜的
第八和第十。

文化股“通天”地产股“坠地”
自7月1日以来到三季报公布截止之

日，湘股涨幅前十位的股票中，文化产业类
股票占据三席， 其中天舟文化涨幅高达
71.4%，当仁不让地成为湘股“领头羊”。而
湖南上市公司中唯一的地产股嘉凯城以
35.83%的跌幅垫底。

“湘股涨跌幅排行榜的榜首和榜尾清
楚地表明了政策的威力。”三湘股王争霸赛
选手谢林峰表示，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大力
支持， 使得文化产业类股票成了各路资金
炒作的绝好题材，而天舟文化由于盘子小、
上市时间短，具有送配潜力，因而在短时间
内股价几乎翻番。

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出乎意料的强
硬和持久，对地产板块形成了巨大压力。尽
管嘉凯城的业绩在湘股中并不算差， 但却
成了湘股的“副班长”。与房地产行业紧密
相关的旗滨集团、 华菱钢铁也同样未能逃
过政策调控的打压， 分列跌幅榜的第三和
第六。

金健米业成“变脸王”
在三季报中， 金健米业的业绩虽然仅

仅是小幅亏损，但其“变脸”幅度却堪称一
绝。

金健米业三季度每股收益为-0.0289
元， 但是其环比增长却达到了惊人的
-2377.52%。

就在半年报中， 金健米业的收益出现
了同比较大幅度的增长， 可是仅仅3个月
后，其业绩却出现了如此惊人的变化，令人
百思不得其解。

湘股三季报悉数登场

谁最能赚钱，谁是“变脸王”

基金三季报惨不忍睹 公募基金投资步步惊心

湘股三季度跌幅前10名

湘股三季度业绩前10名

国内金属小幅低开
周一国内金属小幅低开， 震荡下行。

国际金融市场消息面转淡，随着欧盟峰会
的结束，市场的下一个焦点可能会转到经
济复苏缓慢这方面。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
半，不具备强劲增长的可能。操作建议观
望为主。

周一郑棉低开低走，主力1205合约报
收20255元/吨，下跌250元/吨，周K线已
跌破5日均线支撑， 但是下方19800附近
受国内收储价的强力支撑，预计下跌空间
有限，操作上以观望为主。

IF1111合约周一报收阴十字星，成交
量环比减少。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上周
的跳空缺口未完全回补，如果三日内没有
大阴线回补缺口，就可以确定该缺口为短
期技术突破性缺口， 则上升趋势没有改
变；相反，缺口在周二、周三完全回补，不
排除继续下探5天线的可能， 密切关注60

日线2700-2750点区域的压力及5天线
2667附近的支撑。

周二操作上建议趋势多单继续持有，
日内投资者高抛低吸，注意止损。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期货业协会的组织结构
期货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

大会，其管理和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是理
事会。

期货知识

延伸阅读

湘股三季度涨幅前10名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ｗｗｗ．ｈｎｔｉｃａｉ．ｃｏｍ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 年 10 月 31 日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3、排列 5第 11297期
本期投注额：22703122 元

中奖号码 4� 5� 8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17306 １０００

组选 3 0 ３２０
组选 6 27894 160

中奖号码 4� 5� 8� 3� 7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52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22选 5第 11297期 本期投注额：1951002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50

3259
51964

单注奖金（元）
10664
５０
５

中奖号码：07 09 15 16 22

超级大乐透第 11128期
本期投注额：86120096元

超
级
大
乐
透

中奖号码：03�04�06�11�13�+�01�02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0
0
28
4
79
4

109
38

3231
924

11800
3472

151628
42819

1753499

0
0

182549
109529
17043
10225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追加）
八等奖
下期奖池：147214578.83元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5185 60
生
肖
乐

下期奖池：29232514.82元

■制图/杨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