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小天鹅洗衣机“百万重金寻找全
国老用户”活动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小天鹅
洗衣机官方网站、微博、邮箱等途径陆续收到
广大老用户的报名信息。 小天鹅洗衣机相关
负责人告诉笔者，活动启动以来，效果远远超
出了预期，打电话、发微博、写邮件……各种

报名途径收集的资料络绎不绝。
其中，一位益阳资阳区的老用户来信

介绍，他们家1991年购买的小天鹅洗衣机
已经工作了20年，无论本次活动是否能评
选上，他们家换新机，今后也只会选择小
天鹅品牌。笔者在报名的1000多名老用户
资料中看到，和益阳这位老用户同样钟情
于小天鹅品牌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来自长
沙东塘的刘女士，也向我们介绍了她们家

1993年购买的小天鹅洗衣机。刘女士在邮件
中说，“18年了， 搬了两次家一直都没舍得
换，外壳一点锈迹都没有。看到小天鹅的回
馈老用户活动， 一定要把它推出来秀一把，
我家的小天鹅，还跟新的一样，根本看不出
来已经工作了18年。”

据了解，在本次小天鹅百万重金寻找老
客户活动期间，小天鹅湖南区域将评选出20
名最老用户，给予“以旧机 换新机”的优厚回

报。对于未能进入前20名的老用户，湖南小天
鹅洗衣机运营中心也推出了老用户二次购机
的优厚回报。

活动目前在火热报名中， 一直持续到12
月7日。 凡是正常使用小天鹅洗衣机超过15
年，即1996年12月7日前购买且现在仍能正常
使用的湖南省 用户 ， 可拨 打 报名 热线
4006020648报名， 也可前往小天鹅省内各大
售点报名。

用了18年，洗衣机只选小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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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赛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杨天行 1.53 12 98 宏图高科
2 陈悦 2.05 11 100 华闻传媒 新华传媒
3 贺雨露 3.42 11 100 八棱科技
4 曹红海 4.69 8.8 100 九九久
5 赵小军 1.81 6.2 99 华升股份
同期 上证指数 1.92 3.64
指数 深证成指 2.18 1.26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11月14日)

交友：002271后市怎么样？
潘国微：002271的后势怎么样，基本很难预

测。从K线图来看，短期走势不容乐观。
叶子：请问600343�怎么样，要不要换股？
潘国微：600343如何操作，主要取决于你的

投资思路。短线投机，建议持有，并时刻关注成
交量的突然变化；中长线投资，建议投资业绩良
好并稳定增长的蓝筹股。

梅岭优派：请问600370是怎么回事？要不要
出来？

潘国微：短线投机，建议持有，并时刻关注
成交量的突然变化；中长线投资，建议投资业绩
良好并稳定增长的蓝筹股。

网友VS选手

立冬以后，天
气逐渐转寒。 此时
此刻， 最为惬意的
事， 莫过于身处一
方温暖的房间，泡

上一杯热茶，看着滚烫的茶水撩起的缕缕水雾。
身处销售“快乐十分”之“动物总动员”的投注站，
您就会拥有这样一份惬意。 面对屏幕上20个可
爱动物，您随意选取几个，等待十分钟后带给自
己的幸运。

“动物总动员”游戏上市后，不断有新彩民
加入，周小姐就是其中一员。一天下班后，她和
男友到投注站买双色球， 正好碰上“动物总动
员”开奖，她才知道福彩有这么好玩的游戏，还
有动画看的。简单了解规则后，她用男友和自己
的生肖，玩选二任选，一举中的；她男友看完近
期开奖统计，买了一注选三任选，也开心中奖。
“没想到第一次玩就中奖了！” 她用兑来的奖金
又玩了好几回， 一个多小时后他俩才恋恋不舍
地离开，并表示下回再来玩。

“动物总动员”是都市中的一方绿洲，远离
喧嚣与浮躁， 寻找了一份属于自我的宁静；“动
物总动员”是一种生活
态度， 不需要刻意追
寻， 不需要患得患失，
简简单单几注彩票，享
受乐趣。 ■张越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受上周欧美股市全线大涨刺激，周
一两市股指纷纷大幅跳空高开，权重板
块、题材概念股合力上攻。午后，个股出
现普遍上涨， 大盘最终报收2528.71，首
次突破3067-2826的下降轨道线。 三湘
股王争霸赛选手左焯认为，周一大盘的
走势应该是接下来第二波上涨的开端，
稳健的投资者可寻找一些“分红奶牛”，
做好跨年度行情的准备。

“挺好啊！ 第二波上涨行情要开始
了。”对于周一个股普涨，选手左焯毫不

掩饰心中的兴奋。他表示，近期市场不
但炒作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而且保险
金融股以及“两桶油”均表现不弱，这说
明说明大机构资金已伺机进入股市。

“虽然仅仅是开端，但后期行情很客
观，形成跨年度行情，几成定局。”左焯表
示，他在上周大盘回调到相对低位时，果
断地换股，买进了一只“分红奶牛”深圳
机场和有政策扶植的农机股苏常柴A。

深圳机场上市13年分红13次，其中
有9次是派发现金， 可以说是一个十足
的“现金奶牛”。左焯认为，证监会出台
政策要火烧“铁公鸡”，要求上市公司完

善其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强制分红，那
么我们何不去寻找年终“现金奶牛”股。
“对于我这样的稳健投资者来说，风险永
远摆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获利。”在他
看来，像深圳机场这样的股票，年终分红
将很可观。 而他持有的另外一只股票苏
常柴A，主要以生产农机为主。近年来农
业一只国家政策重点扶植的产业， 因此
选择该股也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左焯总结认为， 稳健的投资者，要
很好的规避风险，就应该紧紧跟着政府
政策导向走，他半开玩笑的表示，“因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得心，睡得着。”

骑着“现金奶牛”，安下心睡得着

近日，记者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获
悉，“华夏之星”中国小企业菁英训练营
将于11月30日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
营。这次活动是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与
华夏银行共同发起，面向全国小企业经
营者的公益培训。据悉，活动近期已启
动全国招募，将从报名者中最终选拔25
位精英参加为期4天的公益培训。

活动主办方华夏银行中小企业信贷
部总经理卢小群说：“我们想通过这次活
动， 为中国最具成长潜力并不断追求卓
越的小企业主， 打造一流的学习与交流
平台，树立小企业健康成长的榜样。”

今年以来，小企业被融资难、结构性
失调、成本上涨等诸多问题所困扰，尤其
是今年流动性紧张， 暴露出部分企业盲
目扩张、 投资失败后引发的一系列诚信

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本次训练营针
对小企业存在的先天或后天的难题，着
力启迪小企业管理者的思维、开拓眼界，
全面提升企业战略定位、经营管理、市场
营销、 财务运营等诸多方面综合能力和
实际运行水平。 项目的学术支持机构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专门为这项活动制
定了培训方案和课程计划。

在谈到这次活动时，中国中小企业
协会会长李子彬说：“社会各界对小企业
的发展十分关注，中小企业协会去年与
华夏银行共同举办了‘华夏之星优秀小
企业先锋大汇’活动，打造了一个让小企
业展示自我、银企沟通的平台，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为延续‘华夏之星’活动精神，
今年我们再次与华夏银行携手，举办‘华
夏之星’中国小企业精英训练营，希望我

们带给小企业的不仅仅是融资上的支
持，更是持续关注和支持小企业的健康
发展。”

目前，活动报名工作已经开始，全国
小企业主可直接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报名或通过活动官方网站报名参选，详
情请登录官网：http://hxzx.hxb.com.
cn或拨打华夏银行客服电话：95577、中
国 中 小 企 业 协 会 客 服 电 话 ：
4006105959、华夏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
长沙分部咨询电话:0731-88909755。

“华夏之星”中国小企业菁英训练营正式面向全国招募

乐享“快乐十分”之
“动物总动员”

政策调整预期、国内国际资金流入、地方债还
债高峰或将成明年股市向好的重要因素。 在用各
种翔实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下行要持续到
2013年才能见底后，中国宏观经济协会秘书长王
建作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判断：“2012年股市怎么
也要火一把。”王建是在日前举行的2011年中国证
券业金牛分析师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上作出上述
预测的。他认为，在经济下滑、通胀也开始回落的
条件下，政策就有了调整空间。 ■记者 邓桂明

股市表情

2012年股市要“火一把”?
惑

周一沪深两市大幅上涨，一举收复
上周调整中的失地，上证综指不但重回
2500点上方， 并创反弹以来的收盘新
高。在当日火热的市场中，新能源板块
格外抢眼， 一共有8只新能源板块个股
涨停， 占了当日A股涨停榜的四分之一
强。投资者从新能源“八骏”中能获得怎
样的启示？

政策点火
对于新能源板块周一的突出表现，

三湘股王争霸赛选手谢林峰表示，主要
还是由于政策给力，“对新能源汽车进
一步的扶持政策出台，点燃了市场中对
新能源板块的激情。”谢林峰表示，“在目

前的反弹行情中，只有题材才能激起投
资者的兴趣，因而投资者应对题材有足
够敏感性，多关注题材股，才能在反弹
中获得更好收益。”

越轻越快
在当日涨停的新能源“八骏”中，总

股本都在4亿以下， 大多数涨停的新能
源股票，流通股都不足1个亿。

民族证券刘佳章指出，当日新能源
板块的表现其实是整个反弹行情的缩
影。新能源“八骏”的成分构成与创业板
指数、中小板指数及主板指数的涨幅对
比是一致的。 自10月24日反弹以来，创
业板指数已经上涨20%， 中小板指数也

上涨了12%， 二沪深主板指数上涨幅度
都不到10%。

刘佳章认为， 新能源板块除了有题
材上的支撑以外， 较小的流通盘也是一
个有利因素。“以往成交金额一向是沪市
较深市大， 但是近来这一点却几乎翻转
过来，深市成交金额已经与沪市成交金
额不相上下， 近期甚至出现反超沪市的
现象。”他认为，这种成交金额上的变化
反映了市场资金的流向，“中小板和创业
板都在深市， 因而新入市的资金都是冲
着这些流通盘较小的品种来的，新能源
板块具有流通盘小的特性， 又有炒作题
材，当然跑得更快。”

■记者 李庆钢

新能源“八骏”飞蹄，越小跑得越快
市场热点

0731-88909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