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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建生

11月24日， 股市在经过长期下跌之
后， 上海综合指数创出2307.15点的低位，
之后开始反弹。 11月4日，上海综合指数反
弹至2536.78点之后，由于受到国际板即将
推出、 新股大量发行等利空因素的影响，
重新进入调整，直到11月24日，上海综合
指数在下跌至2370.70点再次开始反弹。 11
月29日， 收盘于2412.39点， 重新站上了
2400点大关，但30日再次出现暴跌，上海
综合指数跌去78.98点，收于2333.41点。 市
场弥漫着悲观的气氛。

面对股市的跌势，很多股民都很关心
的问题是： 目前离年底只有1个月的时间
了，年底之前股市还会有行情吗？ 记者为
此来到长沙的一些证券公司，对一些股民
进行采访。

股市目前离底部有多远

谈到30日股市的下跌，一些股民认为
主要是国际板即将推出的利空消息的影
响，扩容压力的增大，继凤凰传媒上市，东
莞证券、 新华保险等大盘股也将紧随其
后，还有陕煤集团早在8月底便已过会，中
交股份9月底过会。 这两只大盘股分别拟
融资172亿元和200亿元， 直逼今年9月招
股的中国水电，使得场外资金观望气氛浓
厚，导致A股市场供求矛盾相对突出。

在交谈中，一些股民认为股市虽然跌势
不止，但应该处于底部区域，离真正的底部
已经不远了，尽管有一些利空的影响，但股
市出现反弹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他们的理由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欧
债出现转机，欧美股市全线上涨，主要表
现是美国即将推出QE3，购买美国住房债
券，规模大约5000亿美元，以及美国公布
的亮丽零售业数据，都是引发全球股市反
弹的重要推动力。 二是“十二五”规划集中
出炉，为A股带来一些热点。 近期多达九个
“十二五”规划集中出炉，商务部正式发布
《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国土
部正式印发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十二五”规划》；工信部印发了《建材工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等等，为股市反弹提
供了利好消息。 三是预期政策微调力度将
进一步加大，为A股投资者带来持股信心。
如深交所推出创业板退市方案有利于中
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人民币合格
境外投资者(RQFII)进入加速推进阶段，香
港的人民币存款将有望获得投资A股市场
的渠道， 这将为国内市场带来资金活水，
加上12月初即将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有望进一步增加政策微调的力度，这给
A股市场投资者带来了希望。

股民王先生认为， 从股市的走势来
看，29日市场反弹，人气有所恢复。 尽管30
日再次出现大跌， 但如果跌到2300点以

下，那么，就应该是基本达到底部了。 反弹
随时可能出现。

他认为，今年股市行情一直不好，从4
月18日的3067点一直下跌到10月24日的
2307点，大多数股民都亏损严重，对股市
失去了信心。 很多股民都退出了股市，甚
至不打算继续投资股票了。 这说明，股市
下跌的动力已经不大了，现在主要是机构
在大力做空，向下打压出空间，但指数已
经跌到了10年的平均线，再往下跌的动力
越来越小了。 2300多点今年已经几次见
到，但始终没有跌破2300点的点位，说明
在2300点，有比较强的支撑。 所以，股民在
目前的点位，不宜轻易杀跌，而应该保持
冷静，持股不动应该是正确地选择。

年底前反弹空间有多大

对年底之前股市应该有所反弹的看法，
大多数股民都比较一致，但反弹的空间到底
有多大呢？ 对这个问题，大多数股民的看法
都比较谨慎。他们认为在2500点有很大的压
力，超过2500点的可能性不大。

他们的理由，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有
不确定性。 他们说，近期的股市下跌，反映
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滑坡的担
忧， 如汇丰银行刚刚披露的PMI数据大幅
滑落引发了市场对经济前景，进而对上市
企业未来两到三个季度业绩的担忧，还有
估值偏低的水泥、机械、家电、汽车等行业
板块的股价连创新低，暗示了机构资金对
经济前景的担忧。 后者更直接动摇了投资
者对A股低估值可靠性的信心。 二是政策
的不确定性。 他们说，目前市场对政策面
显著调整的预期，比如降息或调低存准率
等， 显然有点期望过高。 因为虽然CPI回
落、 通胀压力减轻看似是大概率事件，但
货币政策如果有所改变，难保通胀不会反
弹。 特别是新股发行的速度始终没有减
缓，圈钱趋势不改，还有国际板即将推出
的传言不断，这些因素都直接对股市造成
极大的压力。 如果不及时停止新股的发
行，继续大规模圈钱，股市要走出反弹的
行情是很困难的。

股民刘先生说，目前股市成交量始终
不能放大， 每天的成交量上海市场只有
400多亿元，29日股市反弹，成交量也只有
570亿元， 这么小的成交量要推动股市持
续上涨是不可能的。 按照目前的股票市
值， 上海市场的成交量每天必须持续在
2000亿元以上， 股市才有连续上涨的动
力。 这反映出投资人对股市不看好，而保
持观望态度。 所以，即使短线出现回稳或
反弹走势，如果配合的成交量不能持续放
大、反弹力度不强，也会很快继续重新下
跌。 估计年底之前股市还是以震荡的行情
为主，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突破
2500点的可能性很小。

目前短期市场恐慌情绪依旧弥漫整

个市场， 使得短线操作难度再次加大，建
议短线投资者维持多看少动的操作策略，
继续耐心等待企稳信号出现，同时密切关
注抗跌性比较好的优质品种。 对于中线投
资者来说，2300点左右都是中线布局的好
机会。 积极关注国家政策扶持行业，和具
有价值优势的超跌品种。

谈到目前市场的热点， 刘先生认为，
环保节能板块的投资机会仍然值得看好，
理由是国家近期相关的政策最多，上市公
司未来受益的潜力越来越大。 此外是以创
业板为代表的普遍有高送配题材的小盘
股。 不过小盘股高溢价募股导致资本公积
金丰厚的原因，并非业绩高增长引起。 因
此，投资者不能盲目博高送配而买入那些
估值偏高、业绩增长不佳的股票，应该警
惕其潜在的估值风险。

本报记者 陈淦璋

本报11月1日曾以《长沙楼市，离冬天
还有多远》一文，报道长沙楼市“金九银
十”惨淡收场，并历数秋季房交会上种种
细节，预测后市难免由“量跌”走向“价降”。

一个月来， 万科长沙三个项目楼盘
率先降价的消息， 在业界已吵得沸沸扬
扬，河西一大盘也出现了“业主疑似因降
价维权”的新闻，还有一些新开盘楼盘，
则选择低价入市、力求走量。“降价潮”的
乌云，似乎笼罩在长沙楼市上空。 为此，
记者进行了持续关注。

“真降”还是“假降”

早在11月18日 ，“万科长沙三大项
目，团购大优惠”的消息就已冒头，记者
次日即前往万科城、 万科金域华府两个
项目及周边实地“踩盘”。

在位于长沙城北的“万科城”，前往咨
询顾客络绎不绝。 售楼小姐介绍，当期优
惠范围包括2栋， 包括89、91、125平方米3
种精装修户型， 精装修以1000元/平方米
标准计。 价格方面，以均价7600元/平方米
来计算， 参加团购活动可享受8个点的折
扣，在一定时限内签约优惠1个点，按揭再
优惠1个点，另有交1000元抵扣1万元的优
惠， 合计相当于打89折， 约6800元/平方
米。 如果是一次性付款，则“按揭优惠1个
点”变为“优惠3个点”，折扣更大。

而与万科城相邻的两个楼盘，“英祥
春天” 的置业顾问称140平方米以内户
型，毛坯房均价6200元/平方米，其他没
有优惠。“珠江花城”售楼小姐则表示，目
前主要销售项目四期，多为中小户型，精
装房优惠后均价7200元/平方米。

在长沙城东南、万家丽路附近的“万
科金域华府”，售楼小姐表示，优惠前均
价8600元/平方米左右，户型、团购优惠
等与万科城相似， 也在86折至9折之间。
在样板间，她告诉记者：“我们不是降价，
是客户参加团购活动才能享受该优惠
呢。 ”不过，记者一朋友今年初在该楼盘

买了一套房， 价格为8700元/平方米，当
听到上述团购优惠时，他后悔不迭。

进入买方市场

年关将至， 在市场预期并不明朗的
时候，有的开发商选择观望，有的开发商
则选择快速走量。11月20日，位于望城的
“新城国际花都”开盘不分楼层、户型一
口价3600元/平方米，吸引众多购房者抢
购；“富基世纪公园”一口价3650元/平方
米起仅限100套的消息，也已有耳闻。

11月30日上午11时， 记者再度回访
万科城、英祥春天、珠江花城三个楼盘，
发现价格依旧，一点不同是：万科城仍然
客户满座， 优惠范围内2栋中有1栋已基
本售罄；英祥春天、珠江花城的营销大厅
里看不到几个顾客。

在湘江畔的实力派大盘 “北辰三角
洲”，置业顾问汤娟告诉记者：三期95平
方米两室两厅户型，均价8800元/平方米，
相比位置更靠外的二期江景房，价格“相
当于不涨不跌”；另有40平方米精装小户
型将于12月初开盘， 价格更务实，“很适
合投资，值得考虑。 ”当天下午，“北辰三
角洲精装小户型将亮相快乐购2频道，惊
喜多多”的短信又发到了记者手机上。

以团购名义出现的价格 “暗降”，也
引发了一系列现象。 河西某大盘近一年
来价格都在6000元左右徘徊， 这个月则
因团购活动一下跌到4500元左右， 引发
业主关注。记者在该楼盘业主论坛看到，
有业主上传了现场维权照片，打出“拒绝
欺诈、要求退房”的横幅；当然，有相当部
分业主则把维权重点放在房屋质量上。

而据不完全统计， 长沙预计近期将
有50个项目推盘入市， 且今纯新盘的上
市项目在数量上高于去年，“供大于求、
进入买方市场”俨然已成定局。省住建部
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 我省商品房施
工面积、 新开工面积维持在一个较大规
模，供应量相对充裕，再加上保障性住房
大量开工建设， 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
局面短期不会改变。

■财经聚焦

年底前股市会有行情吗

11月30日，一名股民站在南京一家证券营业厅的股指显示屏前。 当日，沪深股市双
双大跌， 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以2333.41点和9693.39点报收， 较前一交易日大跌
3.27%和3.19%。 新华社发

长沙楼市出现“降价潮”？

今天从建行湖南省分行传来消息 ：
该行总行日前与中国移动在长沙举行仪
式， 宣布从今年12月1日起启动 “建行E
路通 移动充值消费三重礼” 活动， 手机
支付用户通过建行账号支付充值、 消费
均可获得返券和抽奖机会。

该活动为期4个月， 建行手机支付用
户通过建行账号支付， 首次账号支付重
置满50元返10元手机支付电子券； 移动
手机支付客户消费单笔满50元可返20元
商户代金券 ； 移动手机支付用户通过

“建行E付通” 首次充值单笔满50元返10
元手机支付电子券。 上述客户均可凭验
证码参加活动， 赢取抽奖机会。

建行有关人士表示， 手机支付令各
种付款变得简便， 但也要注意安全使用。
开通了手机支付功能的市民若丢失手机，

最好向移动或联通运营商以及手机支付
功能所在银行同时申请账号挂失， 以尽
可能保障资金安全。 他同时建议市民通
过手机界面输入银行账户信息、 密码以
及支付验证码时， 尽可能保证密码不被
周边人窃取。 （通讯员 谭建衡）

建行移动合推电子商务

手机支付充50元返10元

新华社记者 林汉志 编制

（紧接1版①）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
了四川鹰龙山、辽沈等战役，为新中国
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他曾
担任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
职务， 为我军院校建设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如今虽已离职休养，但他
依然热心公益事业， 为关心下一代工
作而奔忙。

经历了百年风雨，老人依然腰杆挺
直，腿脚利落。他手捧鲜花，一脸幸福地

坐迎前来贺寿的客人、亲戚，并不时起
身致谢。 “老首长，山中难寻千年树，世
上难得百岁人。 我祝您福禄双全、健康
长寿。 今天过百岁生日，高兴吧？ ”省军
区司令员张永大一进门就握着老人的
手说。 “高兴高兴！ 这么多人来为我祝
寿，还送来了这么多的礼物，很热闹，很
高兴啊！ ”老人的话语引来众人开怀大
笑。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有新也紧
握着老人的手祝福：“老首长， 您的长

寿，是军队的光荣，是省军区的福气，您
要好好保重身体，争取再活100岁。 ”

罗圩政老人的儿子罗新告诉记
者，老人挺要强，啥事都要自己做，自
己穿衣、自己铺床，有时候还帮家人收
拾简单的家务。也正因爱活动，老人身
体一直很健康。

“现在身体感觉还行，希望能继续
为国家作贡献。 ”切下生日蛋糕之前，
老人在掌声中许下心愿。

（紧接1版③）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省茶
园将发展至155万亩， 年产茶13万吨，
茶业综合年产值400多亿元；茶叶年出
口量将突破4万吨，创汇1亿美元，稳居
全国第二。

本届茶博会内容丰富， 规模将超
过前两届。 曹文成说， 本届展会总面

积达1万多平方米， 设立500个展位，
有近1000家企业携1万多种产品参展。
展会除了汇集省内的安化黑茶、 君山
黄茶、 保靖黄金茶、 石门银峰、 古丈
毛尖、 桃源野茶王、 臻溪黑茶活力饮
等主要品牌之外 ， 还邀请了来自云
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等地的300

余家企业生产的名优品牌茶和茶用品
参展。 为全面展示我省茶叶行业近年
来取得的成果， 茶博会组委会组织开
展了“2011湖南茶业‘十大杰出人物’、
‘十佳诚信企业’、‘十强乡镇’”推荐宣
传展示活动， 将在开幕式上举行隆重
的颁奖仪式。

（紧接1版②）“我们相信，将来一定会为湖
南带来更多来自马尔凯的时尚品牌。 ”

“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利玛窦神

父。 他就出生在马尔凯大区。 ”斯帕卡
说，利玛窦神父有一句名言：友谊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 多年来，意大利与中国

建立了良好的经济、文化交流往来。 “希
望我们的友谊不断深化，让马尔凯和湖
南联系得更紧密，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