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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周二下跌42.95点， 跌幅1.87%，
报收于2248.59点。 此前曾判断上证指数
2307点为市场底部的西南证券首席策略
分析师张刚， 在电视直播中承认判断失
误，并对观众鞠躬道歉：“2307点是底，我
的判断错了！”

对于张刚道歉一事， 网友反应不一，
叫好者有，认为是在作秀的不乏其人。

@太空人微博说：“我认为张刚是个
爷们，敢于在关键的时刻认错就是男人的
气度， 他的前期判断基本是符合操作的。

今天的大盘表现是政策和制度的缺陷所
为，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判断是在操作中
的参考值，不能作为唯一的选择。”

而@Lara-乐乐则认为中国股市如此
难以琢磨，监管部门也有责任，因为新股
密集上市，又没出利好政策，而且通胀下
无牛市。

也有网友对国内分析师的专业性提
出质疑，@自由翱翔的鹰的世界认为分析
师错误很正常，中国没有几个真正实盘交
易过的分析师。 ■据新浪网

上证综指跌破2300点大关，创
出今年新低， 沪深股市一夜回到解
放前。 尽管2008年开始绝迹“股
市”， 但宋祖德却忽然在微博痛骂
“我国没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分析师，
99%是忽悠”，“这类垃圾分析师应
该被追究刑责”。

由于股市低迷不振， 宋祖德微
博一出， 民意一边倒， 他转眼间由
“大嘴巴”、“诽谤他人” 变成了股民
眼中的“祖德兄”、“纯爷们”，并被网
友股民友善地称为“祖德是好股
民”。

今年股市不如人意， 股民亏损
严重。 据最新一项调查显示，1万人
中有86.3%的股民对股市整体情况
“不满意”，51.8%股民亏损20%至
50%。 然而， 不少分析师依然活跃
在媒体分析大势和个股。控股人生：请高手指点下，我套

死在600114东睦股份里了， 如何操
作？

李亚平：等待反弹。

K线漫步：002231奥维通信比大
盘走得好，请问高手怎么看？

李亚平：有回调压力，不宜介入。

小花：请教高手600807天业股份
怎么操作？

李亚平：有资金的话，可以适量
补进一点，周三还有低开。

文翰：002093国脉股份周一涨停
了，还能持股吗？

李亚平：冲高到7.2元附近减仓，
等回调到6.7元左右再买入， 波段操
作。

无望的光明：002457青龙管业是
卖掉，还是拿着？亏得不多，17.70元的
成本价。

李亚平： 周二逆势放量上涨，估
计还有上涨空间，继续持股。

笑口常开：请问600187国中水务
11.6元成本，如何操作？

李亚平：建议减半，企稳之后再
进。

■实习生 黄文成 记者 李庆钢

周二，沪深两市整体处于弱势，跳空低
开之后， 一路低走， 前期低点998.23与
1664.93的连线最终也跌破。三湘股王争霸
赛选手左焯表示，当日ST板块有64只个股
跌停，而非ST股也超过20只跌停，如此暴
跌，恐怕凶多吉少。

股民哀叹“十年如一日”
由于行情出现暴跌， 近来有一副对联

在网上流传很火爆，其上联为“十年一梦上
浮零”，而下联则是“一朝醒来股输清”，横
批是“熊霸天下”。这副对联虽然另有所指，
但也反映出广大股民对目前股市跌跌不休
感到痛心不已。

“周二这一跌，不仅破位了，而且还回到
了2001年的最高点位置。” 选手左焯表示，

“也难免股民们的心理会有如此大的波动。”
而在三湘股王争霸赛挑战20%QQ群

有一叫“武大”的网友，他发的一张图片更
是展现了目前股民们的生存状态。 图片上
的文字是这样描述的：“锄禾日当午， 不如
交易苦，对着K线图，一哭一上午，哭了一上
午，仓位补不补，心里很痛苦。”在图片最下
方，还特别标明了作者“白交易”。

在2011年这轮下跌中， 很多股民不但
是白交易了，而且还赔进去了很多。近期一
份调查显示，87.26%的人表示年内炒股亏
损。而挑战者QQ群中的人气王“超级英雄”
则更为直白的表达自己的看法：“目前的中
国股市真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勇于向市场屈服，争取主动
“向下突破了！继续下降通道也被打通

了！散户们务必减仓了，否则将很被动啊！”

有近20年炒股经历的左焯， 向散户们发出
了他的呼声。

在今年10月底启动的那波反弹时，选
手左焯逐步由做空转为看多。 但仅仅不到
两个月之后， 他表示， 自己应该承认错误
了，“目前市场状况证明了， 我的看多观点
是不正确的。”

既然知道自己错误了就应该主动承认
错误并改正。 而选手左焯在大盘此番创新
低之后， 便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 由多转
空。“据我以往经验， 如果破位已是既成事
实，那就必须坚定看空。必须陆续将仓位减
少至半仓以下， 一定要保证手中要持有一
定的现金。”在左焯看来，破位下跌时，手中
有现金才能争取主动。

因此，左焯建议，在暴跌之后，本周可
能会出现一波温和型的反弹， 散户可以乘
此机会，陆续完成减仓。

A股“熊霸天下”，选手认错“割肉”
怒

宋祖德咆哮
分析师99%是忽悠

错判2307点为底
分析师在电视直播中道歉

股市表情

沪指、深成指、中小板指纷纷创
出新低，截止到周一收盘，沪深两市
每股股价跌破净资产的个股已经达
到32只，破净规模已经超过了前期
低点2307点时的22只。 统计发现，
剔除1664点之后上市的新股，周一
复权后的收盘价已跌破1664点的
个股达到77只， 包括中国远洋、中
粮地产、中铁二局、中国铁建、中国
中铁等一大批个股出现在其中。如
果与998点时的股价进行对比，盘
中最低价格复权之后跌破998点的
个股总计有6只， 它们是深赤湾A、
盐田港、深南电A、金宇车城、ST思
达、华菱钢铁。

中投证券资深分析师徐晓宇表
示：“中小板与创业板一位高管或股
东减持的市值都有可能超过该公司
的几年净利润， 这才是最令市场恐
惧的。”

■记者 邓桂明

惨
6只个股
跌破998点价格

网友VS选手

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为错判2307点为底电视道歉。

选手操作

湖南省五交化有限公司
等二债权资产包转让公告
受托，我所发布资产转让方享有的
湖南省五交化有限公司和湖南省
百货有限公司等二债权资产包转
让公告，转让挂牌价人民币陆拾万
元，交易保证金人民币拾万元。 报
名截止期为 2011 年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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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 日

遗失声明
湖南正旺律师事务所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长沙子丹机电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单位公章壹枚，特此声明作废，从
即日起启用新的单位公章。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翱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陶橼 电话：13755046868

遗失声明
湖南三达立煤炭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一个， 税号：
430102774460078，声明作废。

缘来是你：艾琪 29岁美丽善良夫老
总无孩离寻好心男圆我梦婚否贫富
不限你处见面可交友 18650760805

公 告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婚介 交友 声讯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星沙点：1360749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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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女 42离 1.62经商独居丰满漂亮征
真心成家实在男 13308451267

真心成家男 46 岁丧偶独居健康随
和有责任心，自营生意多年，诚 寻
善良体贴真心成家女相伴一生，有
孩视亲生 13760145539本人接听
贤惠女 33 岁丧偶温柔漂亮重感
情， 经商收入稳定， 诚寻爱家重
情男相伴一生，贫富地区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424340097本人亲谈

【缺爱的女人】 柔情女胡思敏 31
岁高雅大方靓丽性感经济优、寻
异地健康男给我完整的家。 有缘
帮助你发展：18611728180【亲谈】

遗失声明
太平洋产险湖南分公司营业部遗失姓
名为毛旭雄 2011 版机打通用发票一
式四联，编号：90194480,ACHSU46C
TP911B003288T，声明作废。

李晶遗失湖南大学研究生证，
学号：S09131035，声明作废。
焦安丽遗失湖南大学研究生证，
学号：S091310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决
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
形式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韶山路 078号 1306房 联系人：
罗娟 电话：18773135711

长沙福金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钟 铁 安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430104195812171010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亿克工具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融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吴世忠）印章 1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联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遗
失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 号码
6358878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成羽棉麻制品有限公司遗
失基本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2760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利康门诊部
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证一
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黎托乡长托村村委会遗失湖南省行
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编号：湘财
通字(2010)№ 04669851声明作废。

男 66 丧 1.77 退休一个能给你真正
快乐幸福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
优秀男人征退休人品好健康爱音
体 60左右女士为伴 84795191。

●《梦你来圆》女思琴 29岁温柔丰满
经济雄厚无孩无奈急寻健康男士圆
我梦有缘助发展 15905055945亲谈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彬豪通讯器材商
行遗失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
部帐号：3101014210008068，核
准号：J5510011562701的开户许
可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东牌楼和诚行鞋包
店遗失普票两张，号码：07441607，
金额：270 元， 号码：07441608，金
额：76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顺心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遗
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 2010 年 05 月 14 日核发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55491349-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决
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
形式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文艺新村四栋 305 号 联系人：
谢运根 电话：15968855008

长沙瑞银电气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金南通信器材行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0 年 6 月 2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56002095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捷洋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账号：43001769061059500818，
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各一
枚， 印鉴卡 1 张印鉴卡编号：
430119320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