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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股指震荡收出十字星! 很多人有所担
忧!这个十字星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又面临着调整
的走势呢"对此!华讯投资分析师袁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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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置带来的压力确实不能小觑!但从技术的角
度看!

$%&&

点实际上不是最大的威胁! 真正的压
力是来自上方的

'$"

均线!也就是
$%()

点附近# 所
以!即便是后市继续走强!股指也会在这个位置
面临不小的震荡动作#

袁磊指出!本周又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间窗

口!若周五之前股指还不能站稳
$%&&

点并实现有效
突破的话!未来股指的运行趋势就不容乐观!甚至是
整个

$&(&

年的行情都会就此结束# 而反之!

*

月的上
攻行情就会确立# 现在看来!昨天

+,-.

指标再现红
柱!

/.0

指标继续向上延伸!还没有出现钝化现象#由
此可见!在本周未来的三个交易日内!指数还有上攻
的欲望!昨天震荡或许是对周一大幅上涨的休整!蓄
力之后!再一举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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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方$ 羞答答%

机构称&周五之前还不能站稳$%""点!后市不容乐观

昨日两市股指微幅高开!在小
幅回落后快速崛起# 沪指一举突破
$%""

点整数关口! 但好景不长!随
后出现一波明显的快速跳水!收盘
微涨

$1''

点报
23*4153

点!收出一
颗红十字星!' 羞答答% 地等待

6

日
均线的上移#

周二上证指数全天的多数时间在
前收盘点位下方震荡整理!终盘以十字
星报收! 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大幅萎
缩# 湘财证券祁大鹏分析认为!昨日钢
铁板块率领大盘向上攻击!除了马钢股
份以涨停报收!其他个股都走出冲高回
落的走势!市场热点快速转化时投资者
持股信心下降#

从大盘的技术形态上来看!昨日沪
指以近期高位十字形收盘!十字星出现
的时间恰好是在时间通道内最容易发
生变化的时间点前!这应该是大盘即将
选择方向的信号# 按目前大盘的

/

线组
合判断!大盘最终在

2%&&

点上方遇阻回
落的概率也远远高于继续向上突破#

从短线来看!

5&

分钟
/

线提示!周三沪
指盘中如能创出新高! 大盘短线还会保
持强势!否则!大盘有短线回落的可能#

在操作上!祁大鹏认为!大盘已经运
行到比较关键的阶段!投资者重仓持股的
风险要大于收益!因此!适当参与市场热
点!大盘方向一旦明朗!坚决顺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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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后市投资机会! 海富通股票管理组合
总监蒋征认为!目前市场处于震荡市# 面对即将
出炉的

4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市场或将面临较大
的通胀压力# 现在市场对于经济放缓(通胀压力
仍存在一定担忧!下半年如果

-78

持续高企!市场
会有一定压力)不过!现在市场也普遍预期!

99

月
份
-78

将有可能下降到
5:

左右*

就近日出现的全国楼市' 回暖%迹象!蒋征表示!房
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价格降幅不大!但是交易量已经
明显下跌!而更多开发商发现实际需求依然较大!所以
投资者对于房地产个股的看法也不像之前那样悲观!

尤其是一些业绩有明确预期公司*因此!如果再考虑到
银行等周期板块的低估值现状!整体而言!周期性行业
在未来有较大的投资机会!值得长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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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中小板的爆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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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华安基金获
悉!华安上证龙头企业指数

;<=

及其
联接基金的募集申请已获证监会批
准!将于近期发行*据悉!这也是继华
安上证

94&;<=

之后!华安基金再次出
击
;<=

产品领域*

据了解! 上证龙头企业指数是一
个相当有特色的主题类指数!该指数
在上证二级行业中选出各行业的前
三家最具领导地位的龙头公司作为
成分股!它们均是各行业内市值规模
最大+流动性最好(市场占有率居前(

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 # 华安上证
94&;<=

于
2&&3

年问世!目前已成为市
场上最主流的

;<=

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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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打' 老鼠仓%开先河

JAK

因涉嫌' 老鼠仓%交
易!景顺长城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
基金原基金经理刘海( 长城基金原
基金经理韩刚三人被证监会查处 !

其处罚决定昨日正式对外公布# 涂
强( 刘海二人被没收违法所得及处
以不同程度罚款! 并被施以市场禁
入的处罚! 韩刚被移送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这也是我国证券市场
首例因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案件#

2&&*

年
*

月! 证监会对三名基金
经理违法违规案立案稽查! 查证涂
强(刘海(韩刚三人均采取操控其亲
属证券账户的方式从事股票交易!先
于或同步于自己所管理的基金买入(

卖出相同个股!涂强(刘海分别为所
操控账户获利

5%1*>

万元(

951>%

万元!

韩刚获利较大(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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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偏股基金' 转正%

JAK

沪指自
%

月
2

日创下本
年度最低点

259*1%>

点以来!截止到
4

月
59

日!反弹幅度为
951%#?

!沪指跌
幅较上半年末的

23142?

收窄至下跌
9*1>4?

# 受益于市场反弹!偏股型基
金扭转颓势!开始领跑市场#

据
@ABC

统计!截至
4

月
59

日!

,

股
市场

5*9

只偏股型开放式基金 , 包含
指数型(偏股混合型(偏债混合型 (

平衡型以及股票型基金- 中有
44

只
今年以来回报率' 转正%* 其中嘉实
系偏股型基金占

#

席!且在回报率超
过

9&?

的
*

只偏股型基金中!嘉实主
题( 嘉实增长今年以来总回报率分
别为

921>>?

(

9&15*?

!超越上证指数
5&?

左右* 嘉实基金也成为业内唯
一一家基金产品收益超

9&?

的大型
基金公司*

银河证券分析指出! 在今年的
震荡市场中! 中小型基金公司凭借
较小的规模优势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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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新基金近期发行对于家电市场来说!金秋季节的来临
即预示着' 金九银十%的爆发期的到来!

或将遇到全年中最大的家电需求人群!其
中不乏有家装需求(大学生入校需求及传
统家电需求的消费者!家电市场热度在入
秋后开始急剧升级*

*

月伊始!河南家电巨头苏宁电器启
动了一年一度的秋季家装节!将为广大的
家装人群呈现家装电器的新概念*伴随着
教师节的到来!这个周末将会提前引爆中
原家电家装高发季* 据了解!苏宁提前布
局本次家电市场的' 金九银十%!各项优惠
送礼活动惊喜不断!零利风暴还将在苏宁
电器南阳路店上演!绿城消费者将第一时
间享受到苏宁电器金秋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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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

月份是苏宁电器一年一度的秋季
家装节的启动期!家装节将会贯穿整个秋季黄
金时期!并会从

*

月份一直延续到
9&

月的结束*

根据以往!苏宁电器在秋季家装节都会推出优
惠套餐活动!为广大的家装人群提供方便和实
惠* 河南苏宁电器针对本次家装节!特别联合
实创装饰公司!完美打造了家装家电一站式购
物套餐*

据苏宁电器相关负责人介绍!只要家庭不
超出二室二厅一厨一卫限制的消费者! 只需
#**&&

元! 即可享受由苏宁电器联合实创装饰
推出的精装(家具(家电全拥有的一站式套餐
服务* 一站式服务不仅有优惠!更让你多了一
份潇洒!全程

3&

天放心免费装修服务!让你拎
包就可入住!省心更省钱*另外!在本周末到苏
宁套购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烟机灶具(热
水器(净水设备满

3*&&

元还送合资滚筒洗衣机
一台.满

9*4&&

元还送
>2

英寸液晶电视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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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恭祝全国教师节日快乐* 为迎接教
师节的到来!秋季家装节的开展期间!还特别为
光荣的人民教师准备了更多的优惠服务*

*

月
9&

日
至
92

日!凭教师资格证到苏宁购物!单件满
#&&

元
额外加赠电水壶一台!单件满

2&&&

元加赠洗衣机
一台/ 实惠大礼感谢师恩*

同时!金秋季节的来临!也正是校园新学期
的开始!苏宁对手机+数码+电脑等产品促销活动
统一升级! 并引进了多款全球首发的尖端机型!

以更加时尚尖端化+更青春潮流化满足年青一代
和时尚男女的大量需求* 另外!零利风暴将在本
周末苏宁电器南阳路店上演! 在教师节到来之
际!学生老师消费者都有大礼* 多款惊爆抢购机
型!可满足每一位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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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河南省家电以旧换新工作启动以来!中原
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家电' 以旧换新%热潮* 近日!

对于全国家电连锁巨头苏宁电器来说!家电以旧
换新工作可谓是捷报频传* 苏宁曾先后在全省范
围内!以国家政策为基点联合工厂启动了' 家电
以旧换新享三重补贴% 的推广活动!受到全省各
地以旧换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在郑州市也不例
外! 据家电以旧换新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
*

月
3

日!苏宁电器全省家电以旧换新销售
成功突破

5&&&

万!再一次创造了中原以旧换新的
纪录!冠引全省行业榜首*

据介绍! 苏宁电器秉承至真至诚的服务理
念! 全面贯彻实施国家家电以旧换新优惠政策!

严格按照国家的执行标准规范操作!凭借以往各
项数据的成功积累!还将继续加大以旧换新的推
广力度* 在' 三重补贴%的基础之上!为每一个到
苏宁参加以旧换新的消费者准备了电水壶和乐
扣三件套等超值礼品* 苏宁表示!以旧换新换的
是优惠!换的是服务!苏宁要让消费者在苏宁电
器享受到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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