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四， 两市有所低开后快速走

高， 在地产板块和一些灾后重建个

股的带动下直接攻击到2550点关

键点位。午后，多头稳打稳扎，有色、

汽车、 上海本地等板块也是轮番拉

抬， 带动股指站上2550点区域。尾

盘，强势个股逐步涌现，场外资金纷

纷进场。

周期性行业狂欢

从盘面上看， 不包括ST类股，

周四两市共有方大特钢、 鼎盛天工

等11只股票涨停，实达集团接近涨

停。 地产股普遍走高， 深物业A涨

停、合肥城建涨7.74%，滨江集团涨

7.0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有

色金属造好，广晟有色涨停、包钢稀

土涨5.89%。午后轮胎股集体爆发，

银行股全体走强。

显然， 这又是周期性行业狂欢

的一天。近期，周期性行业与新兴产

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轮动有序，共

同推高股指。

房产政策有宽松迹象

房地产调控依旧是

目前市场的焦点。 有消

息称， 财政部拟2012年

开始推行房地产税试

点， 分析师表示推行时

间晚于市场预期。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

表示， 今年前6个月，该

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降

幅达22.6%，深圳楼市已

达到调控目标。 地产调

控到底能取得多大成

效，至少从目前来看，之

前预定的下跌20%的目标都难以实

现， 更不用说降至经济危机前的水

平。 但客观而言， 对于地产板块来

说， 这些从松执行的调控政策却让

它们获得了强劲反弹动力， 加之银

行的配合， 它们共同引导了本轮大

盘持续反弹。

国际金属价格反弹

伦敦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前夜

走高，铜价飙升至3周高点，未受欧元

走软及股市涨跌互见的影响。伦敦金

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期货飙升220美

元，至每吨6860美元。

伴随隔夜LME有色金属价格

的上涨， 板块相关个股产生超跌反

弹的要求。 但从有色金属需求面来

看，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首先，

有色金属的消费具有比较明显的季

节性特征， 随着冬季的临近和信贷

资金的回笼， 金属的需求也随之下

降，金属消费弱于上半年；其次，为

削减财政赤字， 欧洲主要国家纷纷

施行财政紧缩计划； 而中国正在加

大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对金

属的需求可能趋弱。

■记者 邓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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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邓桂明

周四沪深股市双双收涨， 沪指

收出第五根阳线，走出缩量上扬、个

股普涨行情。

如图所示， 沪指周五将直接面

对60日均线的压制， 该线周四点位

为2587.33点， 周五约为2581点。从

近3个交易日价增量减即量价背离

的情况看， 想要突破并站稳此线难

度很大。而从深证成指看，早在本周

二就已突破该线，周四5日均线还金

叉该线。不过，这一向都是深证成指

领先于沪指， 从4月来的情况看，沪

指往往还没能跟随突破便迎来大

跌。这次，会不会意外？

华讯投资认为，多头继续逼空，

让所有看空者、犹豫者、期待回踩再

加仓者全部后悔， 午后成交量的明

显放出显示这些资金已经按捺不住

而陆续进场。 只有让这些观望资金

重新进入这个市场， 才能让增量资

金跟进， 从而进入下一轮反弹。因

此，如果后期有较大幅度的回调，将

很难引起新一轮杀跌， 因为人气已

足够亢奋， 做多氛围已经弥漫整个

市场，并且，这还远远不到疯狂的地

步。 故投资者对后市还应多几分乐

观。

操作上，乐观不代表盲目，目前

的走强还只能定义为强势反弹，而

不能说是反转。 反弹时间和空间将

会延续， 未来1个多月是政策真空

期，或许可以说是政策维稳期，跟随

盘中热点， 波段操作将会有一定收

获，至少能减轻一部分损失。30日线

是股指的强支撑位，现沪指、深指都

已拐头向上，5日线上方还可耐心持

股待涨，60日线有一定压力 ，而

2700点是上方最强压力位。

受隔夜外盘下跌的影响，

周四股指主力合约IF1008小

幅低开，但在地产、有色以及

石油等权重股走强的带动下，

股指快速震荡盘升。 收盘

2784.4点，较周三结算价上涨

40.4点，或1.47%。从技术图形

上看， 股指IF1008周四再创

近期新高， 市场做多意愿强

烈，密切关注A股在60日均线

的得失情况。

沪钢rb1101周四小幅高

开，从盘面上看，多空双方的

博弈之战继续进行， 上方40

日均线压力明显， 建议投资

者多看少动为主， 激进投资

者可轻仓做空。

沪铜CU1010周四跳空

高开，从盘面表现来看，沪铜

全日依然保持强势，但从周四

成交和持仓变化情况来看，市

场跟涨意愿不强，市场整体观

望情绪依然较浓，54000上方

压力依然明显。操作上，建议

目前继续保持震荡思维，日内

短线交易为主，谨慎追涨。

连豆周四低开低走，虽

然美豆的上涨带来了预期进

口成本的增加， 但仍不能化

解国内高库存的压力。 密切

关注美豆的变化， 建议多单

逢高减持。 棕榈油周四低开

高走，午盘急速拉上，带动油

脂展开一轮上涨行情， 建议

重点关注。

■德盛期货娄底营业部 刘鹏

资金面重返宽松，央行加

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继上周

四3年期央票发行创纪录之

后， 本周3月期央票也将放量

发行，如此一来，本周将为9周

来央行首次实现净回笼。股市

刚有起色，就要回笼？唉，可怜

的娃啊。 ■记者 邓桂明

五连阳后，60日均线压力大

周期性行业狂欢，地产有色走强

中国证监会日前在京举

行 2008—2009年度稽查立

功表彰大会， 中国证监会党

委书记、 主席尚福林出席会

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表示，打

击内幕交易， 形成综合防控

内幕交易体系是当前证券监

管执法的一项重点工作。希

望管理层多抓几个典型，让

小散拍手称快。

喜 严打并购重组内幕交易

哀 9周来央行首次净回笼

股指再续神奇 油脂异动明显

投机是股指期货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投资者根据对

市场的判断，把握机会，利用

市场出现的价差进行买卖，

从中获得利润的交易行为。

投机者可以“买空”，也可以

“卖空”。投机的目的很直接，

就是获得价差利润。 但投机

是有风险的。

根据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时间的长短， 投机可分为三

类： 第一类是长线投机者。此

类交易者在买入或卖出股指

期货合约后，通常将合约持有

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待价

格对其有利时才将合约对冲；

第二类是短线交易者，一般进

行当日或某一交易时段的股

指期货买卖， 其持仓不过夜；

第三类是逐小利者，又称“抢

帽子者”， 他们的技巧是利用

价格的微小变动进行交易来

获取微利，一天之内他们可以

做多个回合的买卖交易。

什么是股指期货的投机

开福区行时网吧决定注销，请债

权人与杨薇联系。

联系人：杨薇 电话：13487491111

长沙市开福区行时网吧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中南建设装饰总公司遗

失 贷 款 卡 ， 卡 号

43010000003662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运华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书，合同号：宁土

合（2003）49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调查侦探 15874006636

刘律师 18774037208

0731-84190101�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13875895159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限 13个 6号字（加大的标题、正文按 0.3cm/行高推算）

每日信息同步在 http://epaper.voc.com.cn/sxd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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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

刊登

热线

刊登

全省 14个市州全面覆盖 小小投入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贷款，款中扣息，当面

签约。 15874927698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理财 代办

华伦贷款咨询

13628656755

免抵押办好收费

工商代办 8228485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电子注册在职学习轻松拿证

地址：原长沙市教育考试院

电话：0731-84415515、84891180

成教网教专本硕

全程工商税务 84415166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通

程

律

师

父

子

兵

律师调查

公 告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职称论文服务

论文发表直通车

13574817012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湖南美名问世酒鬼酒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2010年 1月 8日核发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698584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蔡波遗失户口本， 身份证号：

430105197207122523，声明作废。

湖南安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长沙市往来结算收

据壹本，号码：（NO：60103301-

60103325），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丰建平 430624196911195015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杨青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197006184625，声明作废。

汪对 43080219871026243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谈俊仁遗失湖南瑞特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开出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第三联，开票日期 2010 年 6 月 14

日， 发票号码 00002910， 发票代码

14300010206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振春锰制品福利有限公

司遗失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于 2004年 4月 8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2120270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化县鸿兴医疗器械保健品有

限公司遗失湖南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05 年 6 月 16 日核

发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副

本，证号：湘 0001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工商税务

85143088

13908456386

瑞星反病毒反木马一周播报（7.26－8.1）

恶性病毒发威 综合多种攻击手段搞破坏

据瑞星“云安全”系统统计，本周瑞星共截获了 52 万个挂马

网址。

本周关注的被挂马网站：“永恒之塔私服”、“商都网”、“叮当

音乐网”等网站的部分页面

本周关注病毒：“虎虎生威感染型后门病毒（Win32.Fednu.

e）”警惕程度 ★★★

该病毒是一个具有感染型病毒、后门病毒、下载器病毒功能

的综合性病毒。病毒运行后，会释放病毒驱动程序，并会替换系统

服务并结束杀毒软件，最后病毒会感染电脑中的 exe 文件，并通

过局域网和 U盘进行传播，电脑中毒后成为黑客“肉鸡”。

防范方法：1、使用“瑞星全

功能安全软件 2010”；2、 安装

卡卡上网安全助手 6.1 自动修

复漏洞 ；3、 拨打客服热线

400-660-8866咨询，登陆 http:

//csc.rising.com.cn寻求帮助。

7月17日，湖南商学院大

国经济论坛（中美）召开，来

自中国社科院、美联储、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三

一学院等国内外研究机构、

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 就大国经济发展特征及

其内在规律进行深入探讨。

此次论坛是该校党委书记欧

阳峣教授领衔的国家软科学

研究计划重大项目《新兴大

国的自主创新道路———“金

砖四国”比较研究》相关研究

之一。 ■记者 未晓芳

开户热线:��0738-8222818

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8-8272002

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大国经济论坛在湖南商学院召开

股

市

表

情

德

盛

期

货

专

栏

期

货

知

识

看图说话

沪指日K线图。

面临60日均线压力

五连阳

热点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