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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疯抢“摘帽股”，散户可“捡鱼”
三湘股王争霸赛龙虎榜(11月23日)

三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00781684
网址：cj.voc.com.cn

股市表情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赛季收益率(%)

仓 位(%)

1

余栋梁

-1.5

2.58

100

ST黑化 *ST金顶

2

谢先菊

1

1.41

100

新五丰

3

韩嘉

-0.6

0.79

97

瑞贝卡 冠农股份 成城股份

4

陈悦

-0.5

0.75

100

华闻传媒 新华传媒

5

贺雨露

-1.5

0.57

100

哈尔斯

同期

上证指数 -0.73

-0.9

指数

深证成指 -0.71

-0.7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本赛季， 选手余栋梁在大盘连跌之
后，仍凭借ST黑化保有2.5%的收益，居三
湘股王争霸赛收益率排行榜第一位，他表
示：“目前大盘处于无量下跌的状态，热点
稀缺，只有摘星脱帽预期ST股受到基金的
热捧，散户不妨跟在后面捡捡鱼。”

余栋梁：关注开盘大涨ST股
苦于无热点可炒作的余栋梁，于本周一
—ST黑化。
买入一只有摘帽预期的ST股——
尽管大盘
“
六连跌”，但他仍保有2.5%获利。
近期由于大盘低迷，热点稀缺，市场
资金炒作的机会也随之减少。然而，随着
年末临近，摘星脱帽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

的焦点。
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 三季度，包
括华夏大盘在内的27只股票型基金精
选了17只ST股作为重要筹码。其中近半
数基金新进ST股作为豪赌年末行情的
棋子。其中包括今年年初走出15个“一”
字涨停的ST黑化。
选手余栋梁表示，受证监会近期提
出将制定退市机制的影响，市场对ST股
的看法形成严重的分化。“比如ST金谷
源近期逆市拉出多个涨停板， 而*ST中
达则走出了四个跌停板。”因此，余栋梁
认为，年末这段时间炒作ST股，当紧跟
着基金走，密切关注基金重仓股排行榜
的变化。“此外，要注意关注那些开盘后，
有较大幅度拉升的股票。”

全球500强厂商鼎力支持 让利幅度高达30%以上
本月25日， 国美电器将在全国开展为期
18天的“盛世庆典”活动。据了解，国美电器成
立于1986年的1月1日，25年的光荣历程，无
不感谢广大消费者的支持。本次“盛世庆典”
活动，联合厂商将各品牌商品进行大幅让利，
其让利幅度达30%以上。 另外本次庆典活动
还将开展像老发票抵现金、 会员专享三倍积

分、免费抽大奖等等具有特色促销活动。
25年引领 行业王者
纵观中国家电发展史，国美电器一路
走来，满载辉煌，是当之无愧的家电行业
的王者， 同时更是家电连锁模式的开创
者、变革者、领导者。
25年岁月，国美电器从最初的从区域连

公 告

同》房屋交接的相关规定，“在出卖人出收房
书面通知后，买受人未按书面通知确定的交
房时间到出卖人处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或因
买受人原因未能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的，视为
出卖人已按书面通知确定的交房时间将合
格房屋交付给买受人使用，由买受人承担房
屋交付后标的物损毁、灭失等的风险及全部
法律责任，并由买受人承担该房屋交付后的
物业管理费及其它相关费用。在迟延接收房

中国 湖南病毒疣 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专
治

顽固·复发

病毒疣·疱疹

“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126 元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
目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
自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七家公司同日闯关IPO
一直以来， 新股的高速发行都被视为
发动行情的绊脚石。因此，11月21日,当上
海龙韵广告、乔丹体育、苏州扬子江新型材
料、北京合纵科技、河南裕华光伏新材料、
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
这7家拟上市公司同一天预披露招股说明
书时，自然引发了市场各界一片惊呼。这让
不少投资者担心这项“新纪录”的出现是否
意味着新股募资的高潮即将到来。

选手谢先菊持有新五丰已有数月之久，
该股 从高 位下 跌 至今 ， 其跌 幅 已 经 超 过
31%。由于工作原因，谢先菊前期未能及时
出逃，因此目前被套较深。
不过，在大盘“六连跌”的情况下，该股
实现了止跌企稳。 跟随大盘三连跌之后，出
现三连阳。受此影响，谢先菊在本赛季的收
益率排名，迅速上升至第二名。
“随着年末各种节日也逐步临近， 市场
对猪肉消费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 谢先菊
认为， 这将刺激猪肉类股票业绩的增长，也
有利于股价的回升。因此，谢先菊表示，在新
五丰能够逆势止跌企稳之时，他将考虑适当
加仓，以备战年末行情。

本月25日 国美25周年庆典隆重启幕

长沙楚雅医院

惊

谢先菊：止跌企稳股票可加仓

经济信息

尊敬的【星城映象】业主：
由我公司开发的【星城映象】项目所有
楼栋早已通过竣工验收， 具备交付使用条
件，并早已通知业主前来办理交房手续，但
截至目前， 仍有少部分业主未来办理收房
手续。
根据双方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

持股明细

怒
主力T+0玩惨小散户
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前的弱市中，主力
无心做多。 很多股票的主力都喜欢上午拉
下午卖。散户如果追高，当天被套的概率极
高。周三上午，一汽轿车赫然以5.75%开盘，
引起了市场关注。但一开盘，股价即直线下
落，到下午收盘，已经是-3.59%。如果开盘
即买，当天就亏了近9.5%。 ■记者 邓桂明

锁再到全国的连锁，从经营场地到经营供应商
到经营商品到经营用户(低价、贴心、保障)的商
业模式；从最开始采用中缝报价式营销到服务
营销、会员营销等。所到之处，所推出的举措，无
不在全国引领一场新的家电变革。
国美电器还是中国家电零售模式的领
导者， 美国德勤公布的全球250家零售企业
排名， 国美位列中国家电零售第一；Planet
Retail发布的2011年全球电器零售排名，国
美位列中国第一；Kantar Retail发布的2010
年全球50强零售企业排名，国美电器还是位
列中国第一。
屋的买受人清偿应缴欠款（包括但不限于物
业管理费）之前，出卖人有权拒绝办理实际
交接手续”，以及根据本项目《住宅质量保证
书》的相关规定，项目质量保证期在合同约
定交房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仍未收房
者， 开发商不承担房屋维修或整改义务，业
主将自行承担房屋维修及相关费用。故请未
收房业主及时至【星城映象】营销中心办理
交房手续。

25年大促销 让利30%以上
从湖南国美方面传来消息：此次国美周
年庆是从11月25日至12月12日，历时18天，将
在全国300个城市的1685家门店全面展开。这
次活动将是本年年度最后一次全国性的大规
模庆典活动，其促销力度、采购货源等方面都
是最强、最大的一次。
届时，国美将在新品、特价品、主流畅销品
货源方面充足，而且大部分商品都进行了价格
直降，平板电视、手机、电脑、冰箱、洗衣机、小家
电等众多品类均有大幅度让利； 以旧换新、国
美补贴、厂商补贴，让利幅度高达30%以上。
业主需携带资料：入住通知书、购房合同
原件、 业主身份证原件、 家庭成员身份证原
件、业主及家庭成员1寸照片、购房相关票据。
其他：《入住通知书》 所告知的相关费
用。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731-88272526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长沙）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24日

静脉曲张吃药就好
国家二级保护品种 中国医药协会、中国脉管病防治中心推荐

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是慢性进行性
疾病，后期出现下肢乏力、瘙痒、皮肤发黑、溃
烂等症，严重者截肢。 精索静脉曲张久拖不治
可导致不育，性功能下降等严重后果。 注射、手
术治疗创伤大，副作用多，易复发。
最新医学研究表明：静脉曲张、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的根源是血管
植物神经麻痹，瓣膜受损所致。
英国 AL 周围血管研究院哈里博士向全球宣告： 从毛冬青中提取的菠
萝蛋白酶（BLM）与毛冬青甲素（IA）是迄今发现的能有效激活麻痹的血管
植物神经、修复受损瓣膜仅有的生物活性成分。
在此成果基础上，血管病专家们采用大茅山原生态药材毛冬青，通过
先进的超重力核磁共振透析提纯技术研制出治疗静脉曲张、脉管炎等周围
血管疾病的专用国药
“
麦管灵片”。 上市五年来，凭过硬的内在品质、显著的
疗效，为数万患者带来福音。 一般患者服用 1 个周期后，肿胀、疼痛、瘙痒、
麻木减轻；2~3 个周期后，溃疡、糜烂部位逐渐愈合。
长沙市东塘养天和大药房（原星城大药房百幸鞋业旁）已独家引进该
药，有专业医生指导用药。 购买时请向药店 详询：
索取同仁静脉曲张膏和同仁静脉曲张贴。 0731-

82464639

疝气、小肠气
请用 疝消康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中药磁疗打通经脉，不开刀、不吃药，专家建议贴肚脐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 （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

家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网址：www.chuyaminiao.com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签约治疗，法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郑重 一次性治好。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为患者保 专家预约
承诺 患者随治随走，
0731- 84147922
密。 节假日不休。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 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 米）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疝气俗称
“
小肠气”。 最新医学证实：腹股沟疝、股疝、脐疝等疝气前期均
处于一种活动状态。患者在腹部压力过大时，肚子里的小肠掉到腿沟或阴囊，
鼓出一鸡蛋大包块，平躺或用物推挤能自行缩回，故称活动性疝气，是临床不
用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疝气反复发作可形成嵌顿性疝气，一定得及时手术，
否则可出现肠梗阻、肠坏死。 所以，患者一定要明辨自己属于哪种疝气，采取
积极有效的治疗至关重要。 据临床统计：疝气多发于老人和幼儿，而 95%的患
疝消康”是百年老字号“德善
者前期都属于活动性疝气，不手术均可治愈。“
堂”药业公司采用我国西部民间治疗疝气的中药秘方，经生物萃取技术浓缩
研制而成的药贴剂。“
疝消康”独创纳米远红外磁疗技术，结合最新贴敷技术、
高倍浓缩技术、透皮吸收技术和 24 小时缓释技术等 5 大技术，能迅速打通局
部经脉，快速给药，消除肿块，回缩疝内溶物，修复疝口，轻松安全消除疝气。
长沙市东塘养天和大药房（原星城大药房百 详情咨询：0731幸鞋业旁）引进该药，有专业医生指导用药。
购买时请向药店索取专用疝气袋

8339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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