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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沪综指-4.70%，深成指：-10 . 85%

13
第六期(11月1日-12月31日)

’10股市实战
擂台赛

今日上市新股概况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规矩守信 0元 128886元 12 . 88万 11 . 28万 14 . 18% 1
操作 14 . 28元卖出中信海直9000股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半闲散人 0元 78514元 7 . 85万 7 . 58万 3 . 56% 2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李苹 26994元 989元 9 . 10万 9 . 10万 0 . 00% 3

持股不动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000506 中润投资 3300股 11月12日 8 . 18元 停牌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佳辉暖气 158120元 230元 15 . 83万 16 . 31万 -2 . 94% 4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的6700股（300111）向日葵，昨收盘23 . 60元。

其他选手战况：第5名涨停板-4 . 09%；第6名愚渔-4 . 29%；第7名
满仓红-5 . 89%；第8名那风微微-8 . 84%；第9名三人行-9 . 75%；第10
名夏天-11 . 04%；第11名阳光-13 . 72%；第12名专一-15 . 19%。

代码 简称 主营业务 本次上市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机构定位（元）

002504 东光微电 集成电路 2160万股 16 . 00元 87 . 78倍 10 . 42-26 . 50

002505 大康牧业 种猪养殖 2080万股 24 . 00元 87 . 01倍 16 . 50-28 . 60

002506 超日太阳 硅太阳能 5280万股 36 . 00元 58 . 06倍 27 . 90-44 . 07

近日，中荷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总
经理管力先生一行七人来
到济南市历城区彩石镇虎
门小学，亲自将全省员工
捐赠的八千元及近千本图
书送往学校。今年，山东省
分公司除了向虎门小学资
助价值两万元的教学物资
和爱心善款外，还特别为
学校重建了“中荷人寿CfC
爱心图书室”，为学生们开
辟第二课堂，帮助学生们
通过阅读最新的书籍，了
解更多外面的世界，并通
过书籍所带来的知识走出
山区。

彩石镇教委高彦鲁书
记及虎门小学60多名学校
全体师生共同参加了捐赠
仪式。管力先生代表公司
在活动现场向虎门小学的
全体师生表达了公司的良
好祝愿，并表示，在未来中
荷人寿山东分公司将一如
既往积极参与爱心公益事
业，善尽企业责任，为更多

的贫困儿童创造更好的学
习环境。

据了解，CfC(Chances
for Children儿童教育基
金)是中荷人寿外资股东
方 ING集团于 2005年开
始推广的全球活动，旨在
为全球贫困儿童创造更
多受教育的机会。每年
I NG集团旗下在全球范
围内的公司，都通过各种
慈善公益活动，为全球的
贫困儿童创造更多的教
育机会。自2006年成立以
来，中荷人寿 (原首创安
泰人寿)山东分公司不仅
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更轻
松的保险服务”，满足多
样化保险理财需求，还积
极投身儿童公益活动，曾
向仲宫镇刘家小学及济
南聋哑学校捐助及举办
爱心拍卖等一系列儿童
公益活动，受到了当地群
众及全省人民的普遍认
可和广泛赞誉。

(财金记者 王小平)

为未来修建爱的阶梯

中荷人寿山东省分公司

举办爱心捐赠仪式

当7000亿新入市的储蓄
资金期盼着能通过股市来弥
补一些货币贬值压力时，却再
次成了这个残酷市场的炮灰。

上周五，在中石油中石化
的带动下，股指瞬间突破了前
期3181点高点，引发了市场的
第一轮恐慌，大盘跌破2950点
整理平台。随后，主力利用这
几只大象的大幅补跌继续杀
跌股指，使得大盘跌破年线，
并向下方2750点缺口靠拢。上
证指数逢缺必补的惯例无法
改变，只不过此次回补之势来
的更为猛烈。

有业内人士分析，本轮暴
跌有两个特征：一是巨型蓝筹
的诡异上涨;二是利空版本的
多样化。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工
商银行上周以超乎寻常的上
涨给此轮下跌增添了不少神
秘色彩。而深究它们的上涨逻
辑，却显得混乱不堪。比如，工

商银行的异动被不少市场人
士归结为配股，但同样配股的
建设银行却几乎原地踏步。

此外，11月 12日的暴跌
被传因为印花税、加息，11月
16日的传闻演变为发改委准
备调控农产品价格、明年会大
幅压缩信贷等。
“这么多的传闻其实指向

都一样，国家准备调控流动
性，这无疑将本次行情的基础
彻底破坏。”上述私募说，一般
来说，CPI数据在4%～5%之
间的时候国家就会出手调控。

预计11月CPI还会创新

高。本次上涨和基本面没有什
么关系，仅仅是资金推动的，
紧缩资金就是收紧行情向上
的空间。

业内人士分析，上述特点
结合本轮涨跌能透露出一些
端倪：一、市场里有一股不明
巨额资金 ;二、这股资金规模
相当大，可以随便拉抬巨型蓝
筹;三、这股资金准备撤退。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
出，此轮暴涨暴跌应该是多重
因素叠加的结果，涨是因为流
动性相对过剩且国际市场普
涨带动，而跌也是来自于前期

上涨过多，有回调需求，此外
宏观政策收紧也是一个触发
因素。所谓热钱或许只是其中
的一个作用力而已。

但我们认为，深层次原因
恐怕在于市场对未来经济的
担忧情绪日渐严重。其一，高
房价问题难以解决，更多的调
控政策也无法让开发商让步。
即使审批再严格，银行信贷还
是不会根本萎缩。而目前控制
通胀成为首要任务，市场担心
管理层用行政手段干涉商品
价格。总体来看，目前大跌是
情绪化的宣泄。 (华泰证券)

四天跌300点 A股露“熊”样
11月 12日，沪

指高台跳水 1 6 2
点！

11月16日，沪
指一路走低，暴
跌120点！

1 1月 17日，
沪指再度尾盘
跳水，收跌 5 5
点！

沪指在短
短四个交易日
内 跌 掉 3 0 0
点……

格冷眼看市

11月12日-17日沪指分时图 沪指日K线

如果评选此轮行情市场
最痛恨的股票，只怕多数人会
选中国石油。午后，中国石油
出现反弹，带动大盘向年线迈
进。但是在市场恐慌下，最终
无功而返，使得估值仍进一步
快速下探，逼近60日均线支撑
位置。

此轮下跌是市场结构性
调整，后市反弹也是结构性的
机会。什么是结构性，也就是
说，市场在估值空间上需要呈
现良性结构，如金字塔型，市
盈率低的个股占多数，市盈率
高的个股占少数，这样的市场
才稳健，否则，如果是倒金字
塔型，那么市场就会出现大
跌。从今年以来的行情来看，
讲故事、说概念，大幅上涨的
多数是具有题材概念的个股，
其市盈率多数偏高；相反，具
有业绩稳定的权重蓝筹股，反
而成为资金抛弃的对象。

笔者认为，从近期大盘
调整中，跌幅较大的多数为前
期涨幅过大的品种来看，结构
性调整已经开始，后市股指出
现反弹，投资者应逐步减仓市
盈率偏高，涨幅过大的个股，
重点关注业绩增长，具有一定
低估值优势的品种。

短期来看，大盘逼近60日
均线，成为技术派的一个抄底
点位，大盘反弹的概率较高。
笔者认为，如果定义此轮下跌
是恐慌性下跌的话，只有期待
消息面上，政策面对于防止通
胀措施的明朗化。如加息、提
存款准备金等。目前管理层态
度模糊，因此，如果大盘真正
意义上的止跌，首先必须在调
控的政策面上明朗化，甚至通
胀的压力有所减缓，则更加乐
观；

其次，任何大跌行情之后
的反弹，需要一个领涨板块，

有权重、有热点，有激发市场
人气的作用。从热门板块来
看，最近热门股比较短命，说
明资金就算抢反弹也是一日
游，从后市来看，有色等前期
上升幅度太大，继续领涨的可
能性不大；金融股盘中太大，
资金撬动的持续性不强；农林
牧渔等抗通胀品种，对市场影
响不大；笔者认为是地产股，
调整时间过长，而且目前政策
力度都在调通胀方面，地产的
调控压力减轻，可能会出现局
部行情。

第三，从历史经验来看，
不管是什么原因下跌，不管
是什么板块领跌，不管是下
跌多少点，量能永远是止跌
的信号。从今年以来的行情
来看，等沪市量能萎缩到千
亿以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止
跌信号。

(金证顾问 陈自力)

止跌尚缺“三味药”

受隔夜美股大跌及国际
大宗商品集体重挫的影响，昨
日两市继续向下寻求支撑，前
期强势板块医药、食品饮料等
纷纷大跌，金融股走势稍强，
截至收盘，沪指跌1 . 92%收于
2838 . 86点。收盘失守 10周
线；深成指更是一路溃败，先
后失守60日线及12000点大
关，并回补了“10 . 11”强势跳
空缺口。两市合计成交 2918
亿，明显萎缩。

盘面观察，强势股均出
现补跌迹象。太极集团、仙琚
制药、重庆啤酒等个股跌幅均
较深。本周逆势逞强的创业板
昨日整体跌幅超过3%，远远
跑输大盘。两市共有 50余只
非ST个股跌停，跌幅超过5%
的个股有近500只。

在未出现实质性利空的
背景下，沪指从 3186点仅用
了四天的时间大跌超过 300
点，目前距离5日线及10日线
较远，短线有一定企稳要求。
同时，权重板块经过短期的大
幅杀跌，做空动能得到集中释
放，昨日已经出现一定的企稳
迹象，银行、保险、地产等盘中
一度回升，钢铁、煤炭等跌幅
也明显收敛，跌幅基本与大盘
相当。 （山东神光研究所）

格昨日市况

小盘股多翻空

主力动向

技术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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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杨贵宾：
可转债或迎建仓良机
周二，沪指大跌3 . 9%，转

债指数仅跌1 . 53%。截至10月
22日，转债指数成立11年来涨
242%，远超沪指117%和中标
国债指数46%的涨幅，而且指
数波动率更小。今起首发的富
国可转债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杨
贵宾表示，近期股市或为可转
债基金提供建仓良机。

加息助推货币新基
农银货币周五结束募集
过去一个月，央行两次调

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次加息，货
币政策可能步入紧缩通道。在
众多理财品中，新发的货币基
金是为数不多的加息受益者。
11月19日，基金市场上唯一在
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 农银
汇理货币在农、工、建等银行及
券商和网上交易平台结束募
集。

华安上证龙头ETF
及其联基首募近29亿
刚结束发行的华安上证龙

头ETF及其联基首募规模近29
亿。其中，华安上证龙头ETF超
11亿，其联接基金超 17亿，是

下半年来首募规模双双突破10
亿的ETF及其联基。上证龙头
企业指数将沪市各行业市值规
模大、流动性好、市场占有率居
前、盈利能力强的龙头公司作
为样本股。

上投摩根“吹响”
蓝筹集结号

日前，上投摩根“大盘蓝筹
基金全国大巡讲”首站在深圳
举行，随后还将在北京、上海、
南京、成都等城市举办。在巡讲
中，上投摩根大盘蓝筹拟任基
金经理罗建辉指出，在震荡市
中，大盘蓝筹是一个不错的投

资标的。11月22日起，上投摩
根大盘蓝筹基金将在各大银行
及券商发行。

富国基金亮相
“金地·富国杯”网球赛

由富国基金携手金地集团
打造的“金地·富国杯”中外网
球联谊赛近日在上海落下帷
幕。富国基金的客户、企业家、
各大跨国公司外籍人士踊跃报
名参与比赛。富国基金1999年
成立，目前总部在上海，旗下的
“和富会”，是国内首家具独立
命名和品牌标识的基金公司客
户俱乐部。

基金看台

浦发热销浦银安盛沪深300增强指基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营业部 济南解放路165-1号 0531-86556833

和平支行 济南和平路55号 0531-86591298

花园支行 济南花园路170号 0531-85593955

市中支行 济南纬二路84号 0531-86168933

市南支行 济南经十一路40号 0531-82092252

泉城支行 济南泉城路366号 0531-86111522

舜耕支行 济南济大路15号 0531-82622057

山大路支行 济南山大路242-2号 0531-88582360

槐荫支行 济南经十路454号 0531-81305779

市北支行 济南济泺路92号 0531-81608555

开发区支行 济南新宇路28号 0531-66779089

经十路支行 济南经十路38号 0531-81699169

淄博支行 淄博张店区柳泉路45甲3号 0533-3159906

临沂分行 临沂银雀山路43号 0539-8966788

潍坊分行 潍坊奎文区胜利东街288号 0536-8100825

济宁分行 济宁高新区洸河路16号 0537-2295528

浦发银行济南分行各营业网点

指数基金队伍近日又迎
新军，浦银安盛基金公司旗下
的浦银安盛沪深300指数增强
型基金11月8日正式发行。该
产品是浦银安盛基金旗下第5
只基金产品，同时也是其旗下
首只指数型基金，投资者可通
过浦发银行等渠道购买。

浦银安盛沪深300指数增
强型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陈士
俊指出，中国政府提出了方向
性明确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
整计划，可以预见，中国将继
续保持强大的国家竞争能力，
在出口、消费、区域发展、战略
新兴产业等方向将取得突破。
作为荟萃两市300家优秀上市
公司股票的沪深300指数，是
目前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
的目标指数，其成份股公司在

2009年和2010年中期分别实
现20%和30%以上的增长，显
示了高水准盈利能力。就估值
而言，现阶段沪深300估值水
平处于近年来较低水平。分析
师预测，沪深300指数在2011
年的市盈率仅为11倍，而利润
增速有望达到20%，未来存在
较大上升空间。

据了解，不同于部分指数
基金用较大比例资金主动投
资股票而较难实现风险控制
的操作方法，浦银安盛沪深
300增强基金采用量化增强
模型力求实现规律性的业绩
超越。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想要直接、全面分享强大
的中国经济发展，以简单、透
明的方式持续分享股市上涨
收益，投资沪深300指数基金

无疑是最好的方式，而具有一
定增强策略的指数基金产品
则更能让投资者享受优化投

资带来的业绩升级，该类基金
的后市表现非常值得期待。

沪股(600981-601999)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600981 江苏开元 6.67 -3.47 暂未跌稳，不宜介入
600982 宁波热电 9.3 -2.41 箱体震荡，低吸高抛
600983 合肥三洋 12.87 -6.26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984 *ST建机 8.33 -2.23 上档压力重，暂可观望
600985 雷鸣科化 15.88 -2.1 波动幅度较有限，跟踪
600986 科达股份 10.49 0.67 高位震荡，注意风险
600987 航民股份 8.6 -3.8 强势整理形态，关注后市
600988 *ST宝龙 10.27 -3.66 30日均线反压，观望
600990 四创电子 40 0 均线有反压，仍宜观望
600991 广汽长丰 14.07 0 停牌
600992 贵绳股份 11.69 -10.01 跌停，观望
600993 马应龙 38.37 -8.66 单边上攻，跟踪
600995 文山电力 9.94 -6.14 强势回调整理，关注
600997 开滦股份 16.82 -2.61 短线震荡蓄势中，跟踪
600998 九州通 17.52 -0.79 冲高回落，择机参与
600999 招商证券 20.72 -2.26 上攻行情酝酿中，关注后市
601000 唐山港 8.46 -1.4 积蓄上行动力，跟踪
601001 大同煤业 20 -3.01 蓄势整理为主，暂观望
601002 晋亿实业 9.89 -1.98 短线略为整理，观望
601003 柳钢股份 5.22 -1.32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1005 重庆钢铁 3.9 -2.5 震荡下行格局，不介入
601006 大秦铁路 8.24 -2.83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1007 金陵饭店 8.6 -1.83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1008 连云港 6.46 0.94 整理蓄势，暂观望
601009 南京银行 11.78 0 停牌
601018 宁波港 3.62 -0.28 承接盘脆弱，观望
601088 中国神华 24.99 -0.56 整理形态，暂观望
601098 中南传媒 12.43 -1.35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601099 太平洋 12.08 -3.59 重心缓慢上移，关注机会
601101 昊华能源 40.63 -2.28 震荡上行，持股观望
601106 中国一重 5.69 -1.73 总趋势向上，低吸高抛
601107 四川成渝 6.73 -8.81 小碎步上行，关注
601111 中国国航 12.88 -0.92 支撑未稳，不介入
601117 中国化学 5.16 -4.62 蓄试上攻，择机参入
601139 深圳燃气 12.91 -1.6 支撑较强，参入
601158 重庆水务 7.68 -2.29 均线支撑向上，持有
601166 兴业银行 24.63 0.86 整理消化短线阻力，观望
601168 西部矿业 17.14 -7.1 换档上攻，面临阻力区
601169 北京银行 12.23 0.74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1177 杭齿前进 16.08 -2.84 短线注意风险，逢高出
601179 中国西电 7.51 0.27 短线盘口有异动，跟踪
601186 中国铁建 7.17 0.28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1188 龙江交通 4.01 -1.72 指标需修复，观望
601268 二重重装 12.31 -10.01 跌停，观望
601288 农业银行 2.67 0 在目前价位蓄势，观望
601299 中国北车 6.22 1.63 上升途中休整，暂观望
601318 中国平安 56.91 0.46 巩固均线支撑，择机参入
601328 交通银行 5.74 -0.17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1333 广深铁路 3.59 -0.83 震荡蓄势，有向上要求
601369 陕鼓动力 19.73 -5.6 向上突破整理区，关注
601377 兴业证券 17.88 -5.7 关注动能变化，谨慎操作
601390 中国中铁 4.51 -0.22 围绕均线波动，观望
601398 工商银行 5 0 停牌
601518 吉林高速 4.03 -0.98 需时整固形态，暂观望
601588 北辰实业 3.79 -0.52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1600 中国铝业 10.48 -2.78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601601 中国太保 23.05 -0.69 短线蓄势中，跟踪
601607 上海医药 22.51 -5.82 回调基本到位，密切关注
601618 中国中冶 4.04 -1.22 机会不大，减磅为主
601628 中国人寿 23.03 0.52 现价附近需整理，观望
601666 平煤股份 19.35 -3.25 短线有调整要求，谨慎持有
601668 中国建筑 3.44 0 保持震荡盘升，积极关注
601678 滨化股份 20.11 -3.83 有上行欲望，跟踪
601688 华泰证券 14.35 -3.82 蓄势上攻形态，跟踪
601699 潞安环能 45.92 0.22 蓄势消化压力，跟踪
601717 郑煤机 37.17 -2.47 波动幅度较有限，跟踪
601718 际华集团 4.52 -3.83 强势整理形态，关注后市
601727 上海电气 8.33 -4.25 短线震荡蓄势中，跟踪
601766 中国南车 6.71 -0.89 盘升趋势，跟踪操作
601788 光大证券 15.3 -0.84 蓄势上涨，暂观望
601801 皖新传媒 12.66 -1.4 相对强势，跟踪
601808 中海油服 20.98 -9.96 相对高位，获利出局
601818 光大银行 4.07 0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1857 中国石油 11.35 -1.9 上行趋势，持有
601866 中海集运 4 -0.99 振荡整理，密切关注
601872 招商轮船 4.44 -1.11 上行受阻，观望
601877 正泰电器 21.71 -1 箱体震荡，低吸高抛
601888 中国国旅 32.32 -1.76 强势回调整理，关注
601898 中煤能源 11.08 -3.48 蓄势整理为主，暂观望
601899 紫金矿业 8.26 -1.9 冲高回落，择机参与
601918 国投新集 13.42 -3.38 整理形态，暂观望
601919 中国远洋 9.95 -0.8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601939 建设银行 4.78 -1.04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601958 金钼股份 26.69 -1.69 上档压力大，后市调整为主
601988 中国银行 3.32 0 蓄试上攻，择机参入
601989 中国重工 9.9 -5.62 上攻行情酝酿中，关注后市
601991 大唐发电 6.78 0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1998 中信银行 5.39 -0.19 消化抛压，跟踪
601999 出版传媒 11.23 -2.6 振荡整理，密切关注

11月17日深圳成指
开盘12040 .66 最高12196 .60
最低11849 .90 收盘11917 .49
下跌299 .78点 成交1297 . 18亿

深股(000001-000570)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000001 深发展A 16.8 0 .6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002 万 科A 8.18 0.25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004 ST国农 11.71 -4.95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005 世纪星源 3.94 -0.51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006 深振业A 7.16 5.6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007 ST零七 8.36 -0.83 积蓄上行动力，跟踪
000008 ST宝利来 12.68 0 面临技术面压力，暂减仓
000009 中国宝安 15 -5.96 支撑较强，参入
000010 SST华新 14.63 0 停牌
000011 深物业A 7.68 1.05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0012 南 玻A 19.2 -9.39 整理蓄势，暂观望
000014 沙河股份 10.06 0.2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016 深康佳A 5.39 -0.55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0017 *ST中华A 5.44 -2.16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0018 ST中冠A 8.69 -1.36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019 深深宝A 10.04 0.4 短线面临调整，谨慎持有
000020 深华发A 9.61 -0.41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0021 长城开发 11.85 -2.87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0022 深赤湾A 13.56 -1.45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0023 深天地A 8 -1.11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0024 招商地产 16 -0.31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0025 特 力A 10.1 -7.25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026 飞亚达A 16.9 -4.79 盘升之中，暂观望
000027 深圳能源 10.52 -1.59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028 一致药业 34.02 -5.47 放量反弹，短线关注
000029 深深房A 4.91 0.2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030 *ST盛润A 9.07 0 停牌
000031 中粮地产 6.69 0.15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032 深桑达A 9.65 -2.23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0033 新都酒店 5.75 -3.52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034 ST深泰 9.26 -5.03 跌停，观望
000035 *ST科健 6.76 -2.31 短线有调整要求，谨慎持有
000036 华联控股 4.17 -6.5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0037 深南电A 5.54 -4.65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0039 中集集团 16.8 1 .02 保持震荡盘升，积极关注
000040 深 鸿 基 5.09 0.39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0042 深 长 城 16.11 2.81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0043 中航地产 11.75 1.47 有上行欲望，跟踪
000045 深纺织A 13.2 -4.21 处于整理状态，不参与
000046 泛海建设 9.14 -1.93 空方能量释放中，不介入
000048 ST康达尔 4.83 -2.62 回探下档的支撑，可跟踪
000049 德赛电池 28.12 -2.02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0050 深天马A 12.92 -7.85 蓄势上攻形态，跟踪
000055 方大集团 9.98 -1.58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0056 深 国 商 9.96 -5.59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058 深 赛 格 5.71 -2.89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059 辽通化工 12.1 -2.58 振荡整理，密切关注
000060 中金岭南 19.4 -4.43 考验均线支持，观望
000061 农 产 品 20.35 -9.07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000062 深圳华强 8.52 -4.05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063 中兴通讯 24.8 -1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065 北方国际 21.34 -2.65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0066 长城电脑 9.03 -5.94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000068 ST三星 6.22 -5.04 跌停，观望
000069 华侨城A 11.72 0.5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070 特发信息 9.8 -1.41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000078 海王生物 12.56 -5.99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0088 盐 田 港 6.45 -1.38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0089 深圳机场 5.78 -1.7 盘跌形态，弱势不碰
000090 深 天 健 10.99 -4.18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0096 广聚能源 6.75 -4.66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000099 中信海直 13.7 -9.99 跌停，观望
000100 TCL 集团 3.62 -1.63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0150 宜华地产 5.47 -1.08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0151 中成股份 15.31 -6.53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0153 丰原药业 8.99 -4.36 短线有转弱迹象，不参与
000155 川化股份 7.24 -0.55 均线支撑向上，持有
000157 中联重科 12.31 -4.87 承接盘脆弱，观望
000158 常山股份 7.85 -1.51 月线压制反弹，不参与
000159 国际实业 14.44 -2.37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301 东方市场 5.04 -3.08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338 潍柴动力 104.88 -6.25 上行受阻，观望
000400 许继电气 30.48 -3.24 上档抛压在消化，观望
000401 冀东水泥 18.6 -2.97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402 金 融 街 6.59 0.15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404 华意压缩 8.72 -2.35 在月线下方却步，不介入
000407 胜利股份 7.4 -3.77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0408 *ST玉源 12.95 -4.99 跌停，观望
000409 ST泰复 7.89 0 停牌
000410 沈阳机床 12.9 -1.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411 英特集团 10.25 -4.83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000413 宝 石A 13.19 -7.18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0415 *ST汇通 10.96 0 调整进入末期，关注
000416 民生投资 7.65 -3.29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0417 合肥百货 19.8 -2.7 趋势向上，择机参与
000418 小天鹅A 19.6 -7.28 多均线支撑，参入
000419 通程控股 9.86 -4.92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0420 吉林化纤 6.78 -5.83 回调空间收窄，持有
000421 南京中北 6.08 -3.8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0422 湖北宜化 18.4 -3.92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0423 东阿阿胶 46.9 -7.31 追高将有风险，观望
000425 徐工机械 46.21 -3.04 巩固均线支撑，择机参入
000426 富龙热电 15.36 -9.06 箱体震荡，低吸高抛
000428 华天酒店 8.77 -4.57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0429 粤高速A 5.01 -0.2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430 *ST张股 8.14 -4.68 强势回调整理，关注
000488 晨鸣纸业 7.57 -3.93 短期需整理，暂观望
000501 鄂武商A 19.25 -5.54 回调基本到位，密切关注
000502 绿景地产 8.17 -1.57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503 海虹控股 11.8 -1.58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504 *ST传媒 8.61 -4.97 跌停，观望
000505 ST珠江 5.32 -5 跌停，观望
000506 中润投资 8.18 0 停牌
000507 珠海港 12.39 -2.36 受制于月线阻力，不入
000509 S*ST华塑 11.6 -5 跌停，观望
000510 金路集团 9.72 -2.8 短线蓄势中，跟踪
000511 银基发展 3.64 -1.0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513 丽珠集团 40.96 -4.61 强势上行，关注
000514 渝 开 发 9.68 -9.45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516 开元控股 6.45 0.31 冲高回落，择机参与
000517 荣安地产 6.2 -0.48 介入风险大，暂不追
000518 四环生物 6.97 -6.94 走强待时日，观望
000519 江南红箭 17.1 -1.21 走势低迷，弱势不碰
000520 长航凤凰 5.78 -0.52 强势上涨，关注
000521 美菱电器 11.04 0.82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522 白云山A 17.54 -5.65 上攻行情酝酿中，关注后市
000523 广州浪奇 11.93 1.36 向下寻求支撑，观望
000524 东方宾馆 11.5 -6.73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0525 红 太 阳 16.06 -0.12 机会不大，减磅为主
000526 旭飞投资 11.08 -2.89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0527 美的电器 15.55 -2.2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000528 柳 工 28.1 -1.75 暂未跌稳，不宜介入
000529 广弘控股 6.96 -1.56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530 大冷股份 11.23 -6.03 短线整理状态，观望
000531 穗恒运A 13.7 -0.36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532 力合股份 8.47 -4.4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000533 万 家 乐 10.7 -5.23 上方压力大，短线卖出
000534 万泽股份 5.67 -1.56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0536 闽闽东 22.5 -3.43 上升动能积聚，暂观望
000537 广宇发展 9.67 -0.41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0538 云南白药 62.24 -6.69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0539 粤电力A 6.35 -0.63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0540 中天城投 12.4 1 .31 积蓄上行动力，跟踪
000541 佛山照明 16.35 -7.21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543 皖能电力 7.41 -1.59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0544 中原环保 13.38 1.36 整理蓄势，暂观望
000545 吉林制药 9.3 -4.12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0546 光华控股 15.2 0 做多动能增强，关注
000547 闽福发A 14.14 -5.1 蓄势消化压力，跟踪
000548 湖南投资 7.5 -8.42 盘升趋势未坏，暂观望
000550 江铃汽车 26.35 -3.55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0551 创元科技 14.99 -3.23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552 靖远煤电 18.87 -0.58 支撑未稳，不介入
000553 沙隆达A 8.83 -3.39 短线形态不佳，谨慎跟踪
000554 泰山石油 8.29 -6.01 围绕均线波动，观望
000555 ST 太 光 10.25 0.99 筑底不充分，观望
000557 *ST广夏 7 0 停牌
000558 莱茵置业 6.74 -0.15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559 万向钱潮 15.91 -9.76 短线有调整要求，谨慎持有
000560 昆百大A 10.65 0 停牌
000561 *ST烽火 8.98 -3.23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562 宏源证券 18.35 -2.13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000563 陕国投A 10.89 1.49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564 西安民生 8.27 -0.72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000565 渝三峡A 15.16 -0.07 有主力介入，择机买入
000566 海南海药 22 -7.56 保持震荡盘升，积极关注
000567 海德股份 9.7 -0.72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568 泸州老窖 39.8 -9.13 有上行欲望，跟踪
000570 苏常柴A 10.09 -4.36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个股简评 仅供参考
据此操作 风险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