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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十月十五的月亮刚挂上树
梢，赵作海做了一个艰难的决
定：舍弃“导师”蔺文财，投向“老
婆”李素兰。

他手里攥着一张A4纸，上
边打印的公安户籍资料显示：李
素兰仍为有夫之妇。蔺文财据此
要求李素兰离开赵家。他说，赵
作海继续跟李过日子，是知法犯
法。更要命的是，李素兰很可能
只为骗取赵作海从政府获得的
那几十万元补偿。

一个多月来，赵作海在一家
“民告官”网站站长蔺文财的带
领下，以“公民维权代理人”的身
份，在郑州、上海、北京、昆明、重
庆等地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并听
取不少群众反映情况。对于这个
“维权二人组”，有人说他们是在
伸张正义，也有人质疑此举干涉
司法公正。

“李素兰想跟我

这是人身自由”

这是一对搭帮过日子的男
女。赵作海出狱两个月后，夏邑
县56岁的农妇李素兰到赵家诉
说冤情。两人从下午聊到夜里，
李素兰提议，都是苦命受冤人，
“要不就跟你过了吧”。

11月20日下午5点半，李素
兰在院子里怒喊，“赵作海，你还
要不要这个家？”

院子外，蔺文财把一张从派
出所打印出来的李素兰户籍资
料递给赵作海。

记者问：“赵叔，重婚罪可要
判刑的，你不怕吗？”
“我怕啥？以前的老婆可是

跟我结过婚生过娃儿，我一进去
她就跟了别人，现在就离我6里
地远，不愿意回来跟我。李素兰
想跟我，这是人身自由。”

李素兰解释，她跟前夫没有
领结婚证，生了4个女儿后，分手
也一直没有领离婚证，“一领村
里就不分地了，不划算。”

这是一对搭帮过日子的男
女。赵作海出狱两个月后，7月
14日，夏邑县 56岁的农妇李素
兰到赵家诉说冤情。两人从下午
聊到夜里，李素兰提议，都是苦
命受冤人，“要不就跟你过了
吧”。

李素兰来时，唯一的嫁妆就
是一包反映情况的材料。上面写
的是李素兰女儿高美杰患脊髓
炎被婚内遗弃的遭遇。母女的控
诉，虽使高的丈夫被判刑一年，
但高至今没有拿到生活补助。

自从赵作海追随蔺文财后，
家庭便陷入内斗。蔺一直鼓动赵
跟婚姻状况可疑的李分手，李就
以自杀相胁。11月初，“维权二人
组”正在昆明，李素兰跟蔺文财
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随后，她
跑到商丘市区，花190元买了一
支录音笔。

截至11月21日晚7时，这支
录音笔共录下了14段录音，其中
10段有赵作海的声音。至少有一
次，录音笔是在两人枕头下录的
音。李素兰说，空口无凭，她要维
权，就得有证据。

一块“惊堂木”

段铁岭知道赵作海不识字，
也不懂法，他之所以选择赵作
海，是因为相信赵作海的知名
度，可以“像一块惊堂木”，监督
法院公正审判。

38岁的段铁岭是郑州近郊
中牟县人，21年前，母亲因经济
纠纷被人打死，当年14岁的行凶
者被判决伤害罪成立，但免于刑
事处罚，对段铁岭的经济赔偿要
求，法院也不予支持。段铁岭告
状多年。今年7月，他向蔺文财求
助，又通过蔺结识了赵作海，聘
赵为自己的维权代理人。

这是赵作海接的最早一起
公民维权。段铁岭知道赵作海不
识字，也不懂法，他之所以选择
赵作海，是因为相信赵作海的知
名度，可以“像一块惊堂木”，监
督法院公正审判。
“底下受冤的人太多了。”11

月19日晚饭时，段铁岭喝了一口
酒，“没有媒体关注，我们的冤屈
就像大江大河里的小波浪，一晃
就不见了。”

自从出狱后，找赵作海求助
的人便络绎不绝，最多的是段铁
岭这样的河南本地人，另外还有
河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的，
或寄信，或亲往，都期盼赵作海
援之以手。赵作海不识字，就把
那一大摞信和材料，用塑料袋子
包好，有记者来了，就给记者看。

段铁岭的案子，因赵作海的
出现，在河南省内外媒体上获得
了不小的篇幅，但除了让段铁岭
感到一些安慰外，他追求的效果
并未出现。

这是赵作海第一次明确以
“公民维权代理人”的身份出现
在媒体报道中。之前，5月15日，
赵作海出狱后6天，蔺文财从北
京赶到柘城，与赵作海相谈甚
欢。赵说，当时蔺就主动要求带
他学法维权。蔺则称，是赵主动
想跟他出去走走。不过，两人并
未拟定合作关系。

在“蔺赵二人组”一个多月
的合作中，只有两案进行了开
庭，但都以赵作海的失败告终。
从10月27日起，两人又到河北遵
化、云南昆明、重庆、四川成都和
绵竹等地，代理的多个案子，都
只是走马观花。
“我受过冤，知道被冤的滋

味。”每次接到电话，或遇到求助
者，他总是以这句话开头，接下
去，却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他和蔺文财处理的最后一个
求助，是柘城县城郊北门村一户
邢姓人家的案子。邢家的祖坟被
开发商挖了，白骨散落，他们扣了
挖掘机要求赔偿，结果3个老人都
以涉嫌敲诈罪进了看守所。

有律师在报纸上质疑赵作
海的法律知识和维权能力，“你
凭什么前去呢？”在被问到这个
问题时，赵作海不假思索，“不凭
啥，凭的是我能吸引媒体的关
注，让他们不敢再胡判。”

蔺文财说，他带着赵作海出
过两次庭，至少从表面上，没见

到赵的出席，对审判席上的法官
们有什么震动。10月27日，在河
北遵化市法院，他们甚至招来了
110，被带到了公安局，两个小时
后才离开。

维权江湖

找法院起诉，找政府反映情
况，找媒体曝光都不行之后，维
权者往往会病急乱投医，甚至会
被骗去钱财。赵作海的名人效
应，相对来说，成本还是很小的。

57岁的蔺文财是吉林长春
人，在昆明经商多年，自称个人资
产等曾超过2000万元，后因涉嫌
一起合同诈骗案，被关押411天后
释放，获得两万多元的国家赔偿。
“被冤的经历，让我立志帮

弱势群体维权。”
在求助者面前，蔺文财不时

提起他在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
等部门有熟人。

当赵作海作为维权代理人，
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后，蔺文财也
作为幕后推手甚至赵的经纪人，
出现在媒体面前。

在蔺文财的常住地昆明，有5
家报纸和两家电视台报道了赵作
海到当地代理维权一事。一名早
先与蔺相识的记者称，蔺没有律
师资格证，在法庭上虽多言好辩，
但并不专业。赵作海到当地后，行
内都认为是炒作，但因为赵名气
太大，大家还是跟进了报道。

不过，在大量访民看来，维
权的效果与维权人是否有法律
知识关系并不大，甚至毫无关
系。江苏省邳州人吴夫增因一起
强拆案，告状折腾了两年，最近
也找到了蔺文财和赵作海求助。
吴夫增2005年退休前，是邳州市
法院刑庭的副庭长。

吴自己做法官，家人有做律
师的，做记者的，经商的。“钱和
法律，我都不缺。”吴夫增说，“这
又有啥用呢，法院就是不给我立
案，我去过两次中纪委，3次最高
法，6次最高检，到最后来找赵作
海求助，碰碰运气。”

在吴看来，赵作海只是求助
者们追求法律公正的一个“跳
板”，当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时，
或许赵作海可以代为传达，他是
媒体眼中的名人。但现在，吴夫
增对赵作海效应也感到了悲观。

长沙求助者刘先生本身就
是记者，对维权圈内的怪状知之
甚多。刘先生说，找法院起诉，找
政府反映情况，找媒体曝光都不
行之后，维权者往往会病急乱投
医，甚至会被骗去钱财。赵作海
的名人效应，相对来说，成本还
是很小的。

11月20日晚，蔺文财在网上
挂出一条消息，称因赵作海坚持
与有夫之妇生活，他将暂停带其
代理维权。

赵作海对此表示无所谓。有
所谓的是，出狱半年多，他发现，
“冤案太多了”。

过去的总要过去。他现在最
大的愿望是做个小生意。那点
“挨打钱”花不了多久。

本版稿件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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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维权
现在，我们还需要

“赵作海”这个品牌

赵作海作为“公民代理人”替人申冤，口
号是“不收当事人一分钱”。
“赵作海品牌”存在的本身，更像黑色幽

默。一者，赵作海替人维权为何会比律师还容
易，因为赵作海接触到了许多平民百姓没法
接触到的法律人士、媒体记者，还有一些司法
高官，比如，省高院院长，比如开封市法院院
长，这种维权方式显然更趋向于人治而非法
治；二者，赵作海是一个从囚徒走过来的英
雄，他已然无所畏惧，这一点，是比表示“再也
不发帖”的王帅，比“想尽快了事”的罗彩霞，
更有优势的一点，换言之，赵作海有成为“公
民英雄”的主观条件。这两点的存在，着实令
公众感觉到悲哀。

可以肯定，至少在现在来看，我们是需要
“赵作海品牌”的。更可以肯定，“赵作海品
牌”，是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潜力的。

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如果权大于法、无处
维权、无人代理、无处申冤的权利困境得不到
解决，如果受伤的权利得不到补偿，赵作海作
为“公民英雄”的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大。而公
权与司法的公信力，也会在“赵作海品牌”的
冲击下，变得越来越暗淡。公权与司法只有提
高倾听民意的诚意，扩大与民意沟通的渠道，
赵作海式的英雄人物才不会成为弱势群体们
的代言人，法治社会才会得以慢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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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蔺文财(左)与赵作海在河南睢县法院门外。宣传栏上贴的是法院
开庭审理刑讯逼供赵作海的6名警察的通知。

“真没出息，这么大了还
尿床。”面对孩子尿床，许多
父母都会责怪孩子，殊不知，
儿童 3 岁后在 6 个月内，出
现 2-3 次以上夜间不能自醒
排尿的现象就是病，医学称
为“遗尿症”。

据我国著名遗尿症专家
刘教授讲，85% 以上的尿床
孩子学习中等、95% 的尿床
孩子心理有问题，尿床已成
为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杀
手：1 、影响智力发育，智商比
正常儿童低 17%-23% ，注意
力不集中( 小动作多) ，好动，
记忆力差( 学龄期儿童时常
忘记做作业) ，新知识接受吃
力。2 、80 . 5% 以上的尿床孩

子有自卑、任性、胆小、暴躁、
脾气大等心理疾病。3 、青少
年儿童尿床还会影响第二性
征发育，出现小阴茎、小睾
丸、小子宫，成年后 30%-50%
有生殖性病变或障碍，严重
者导致不孕不育症。4 、影响
发育，个子比正常儿童矮 2-
5cm，身体瘦弱或虚胖。

市区王晓菲 10 岁了，从
小尿床，得天天晚上叫，只要一
天没叫就会尿到床上，不好叫
醒。平时性格很内向，胆子很
小，上课从不主动发言，作业也
经常出错，成绩不太理想。后来
经过咨询省遗尿康复中心知名
遗尿专家并治疗后，不用大人
叫自己就能起来尿尿了，脸色

也比原来红润多了，期末考试
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专家提醒：孩子 3 岁后
尿床非小事，一定要及早治
疗，家长千万大意不得！否则
尿床耽误了孩子的前途，父
母后悔都来不及。
尿床康复咨询热线：
济南 86743120 淄博 8135124
泰安 6771933 济宁 2689120
东营 7504120 莱芜 8598937
临沂 8680392 德州 2068668
菏泽 6675892 聊城 8199120
潍坊 8939665 日照 8960133
滨州 3876120 烟台 6568293
青岛 83706826 威海 2883823
枣庄、滕州 6869120
www . nccn . net . cn

牛皮癣一直是医学界的
研究热点，传统的激素、膏
药、泡浴、光疗等治疗手段，
停药就复发，或干脆就是好
不了，时轻时重，反反复复，
使患者身心倍受打击。

山东省边防总队医院牛
皮癣治疗中心专家组，多年
来联合国内外皮肤病学、基
因学、免疫学、细胞学有关
专家共同研究与探索，已成
功运用“干细胞”介入再生

疗法，成功治愈寻常型、关
节型、红皮病型、脓胞型等
顽固性牛皮癣，无须忌口，
一次治疗，终生受益。

凡 11 月 1 0 日-12 月
1 0 日 期 间 治 疗 费 优 惠
50% 。
专家热线：0531-88551120
地址：济南市解放东路 5 9 -
3 号

白癜风可谓是皮肤顽症
之一，给无数患者带来了巨
大的精神压力与经济负担。
随着医学高科技的不断发
展，白癜风不再是不治之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6医
院是国家三甲医院，医保农保定
点单位，集军事科研、医学、教学
为一体的大型部队医院，承担着

全军防治白癜风的重大责任，是
一所规模较大，技术力量雄厚的
医疗机构，常年云集专家研讨坐
诊，成功破解了白癜风易诊断难
治疗的难题，并斥巨资引进国际
尖端治疗及检测设备，对患者白
斑部位进行针对性检测，准确判
断出白斑的发展情况和损伤程
度。首创“载体细胞生长因子导

入疗法”结合黑色素细胞种植系
统治疗白癜风，2个小时内可使
白斑里面的黑色素细胞裂变成
活，短期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皮
肤，达到由内到外，标本兼治、康
复迅速，愈后不复发的目的。

一经问世便深受广大患者
的一致好评。具有损伤小、恢复
快、无痛苦、随治随走等特点。
免费电话：400-609-8778
康复热线：0531-85826120
地址：山东省济南无影山路
25 号(原济南空军医院)

干细胞与牛皮癣

解放军第四五六中心医院皮肤病治疗中心

一次性治愈皮肤白斑

订版电话：0531-85196055

孩 子 尿 床 缺 陷 多

沪股(600321-600620)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600321 国栋建设 7.55 1.21 盘升之中，可关注
600322 天房发展 4.53 2.26 反弹有量，积极关注
600323 南海发展 16.89 -1 重心缓慢上移，介入
600325 华发股份 10.48 2 .44 继续酝酿上攻，关注
600326 西藏天路 16.95 2 .91 上行步伐沉重，控制风险
600327 大厦股份 13.07 2 .59 上攻欲望强烈，关注
600328 兰太实业 14.5 1 .61 面临方向选择，关注
600329 中新药业 18.1 -2.32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330 天通股份 16.75 -2.73 上攻势头，持股
600331 宏达股份 16.9 0 上升空间不大，观望
600332 广州药业 18.35 10.01 涨停，积极关注
600333 长春燃气 12.87 1 .74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335 鼎盛天工 21.98 0 .78 放量反弹，积极关注
600336 澳柯玛 9.03 2.15 均线支撑股价继续上行
600337 美克股份 12.76 -0.78 震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338 ST珠峰 14.5 1 .83 强势调整，关注
600339 天利高新 10.56 3 .63 多条均线支撑，关注
600340 ST国祥 9.69 1.25 未摆脱均线阻力
600343 航天动力 29.25 0 .86 短线震荡有机会
600345 长江通信 16.49 -0.66 单边上攻，关注
600346 大橡塑 10.48 2 .64 有调整迹象，小心持有
600348 国阳新能 27.18 -0.11 短期仍需盘整
600350 山东高速 5.31 -1.48 做多能量增强，关注
600351 亚宝药业 11.69 -0.93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352 浙江龙盛 11.83 3 .5 强势上扬，可能回调
600353 旭光股份 15.16 3 .2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354 敦煌种业 33.61 -0.09 上行趋势，持股
600355 *ST精伦 6.26 1.29 涨势可延续关注
600356 恒丰纸业 12.05 0 .67 关注能量变化，谨慎操作
600358 国旅联合 5.92 4.04 震荡盘上，积极关注
600359 新农开发 15.97 2 .11 支撑较强，参入
600360 华微电子 12.06 -2.74 上行欲望强烈，关注
600361 华联综超 11.99 4 .35 盘上趋势，逢低介入
600362 江西铜业 35.94 2 .6 短线风险加大
600363 联创光电 13.46 -0.3 有上行欲望，关注
600365 通葡股份 15.22 2 .49 多均线支撑，介入
600366 宁波韵升 26.93 -0.3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600367 红星发展 19.31 2 .99 维持盘升态势，持有
600368 五洲交通 8.14 -0.73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369 西南证券 13.26 0 .68 上涨势头保持良好
600370 三房巷 6.64 2.15 强势上行，关注
600371 万向德农 13.26 1 .69 价位已高，不追
600372 ST昌河 32.31 1 .06 继续上扬，关注
600373 *ST鑫新 17.56 5 .02 涨停，积极关注
600375 星马汽车 24.84 0 .36 短线上攻欲望
600376 首开股份 16.08 5 .51 盘口有异动，关注
600377 宁沪高速 7.07 0 震荡上行，持股
600378 天科股份 16.41 2 .05 强势上升，关注
600379 宝光股份 16.13 3 .6 K线形态良好
600380 健康元 13.53 -0.81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381 ST贤成 8.39 0 停牌
600382 广东明珠 11.37 0 .89 上升趋势未破坏
600383 金地集团 6.13 3.72 指标需修复，关注
600385 ST金泰 6.72 0.45 短线震荡有机会
600386 北巴传媒 11.37 0 .26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600387 海越股份 12.58 5 .71 上冲过快，注意风险
600388 龙净环保 35.07 -0.79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389 江山股份 12.76 0 .08 重心缓慢上移，介入
600390 金瑞科技 20.85 2 .76 方向不明，注意风险
600391 成发科技 26.71 7 .05 处于上攻阶段，持有
600392 太工天成 28.69 1 .99 强势拉升，继续持有
600393 东华实业 6.64 1.84 盘整趋势末变，关注
600395 盘江股份 24.45 2 .26 上攻欲望强烈，关注
600396 金山股份 10.42 -1.61 延续上攻行情可持股
600397 安源股份 17.47 1 .75 量能尚未释放，持有
600398 凯诺科技 5.94 0.51“强劲上升，关注”
600399 抚顺特钢 6.94 3.12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400 红豆股份 8.55 2.76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600403 欣网视讯 34.33 0 上档压力大，小心持有
600405 动力源 12.05 1 .95 整理上攻形态
600406 国电南瑞 71.99 0 .38 震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408 安泰集团 5.91 0.34 有回调意愿，注意减持
600409 三友化工 8.87 7.26 拉升途中，关注
600410 华胜天成 20.31 1 .3 上攻势头，小心持股
600415 小商品城 37.37 5 .89 上档抛压太重
600416 湘电股份 31.29 -1.42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418 江淮汽车 12.6 2 .94 单边上攻，关注
600419 ST天宏 12.41 0 .81 继续上扬，关注
600420 现代制药 20.4 2 .98 拉升欲望较强
600421 ST国药 6.6 0 .76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422 昆明制药 16.03 -2.73 盘升之中，可关注
600423 柳化股份 10.74 2 .29 上行趋势，持股
600425 青松建化 24.55 5 .73 反弹有量，积极关注
600426 华鲁恒升 14.83 2 .77 多均线支撑，介入
600428 中远航运 7.88 1.16 整理形态，择机介入
600429 三元股份 8.46 -0.47 强势上升，关注
600432 吉恩镍业 25.76 3 .12 强势上行，关注
600433 冠豪高新 10.76 3 .56 形态需修复，关注
600435 中兵光电 16.42 2 .69 上升趋势没改变
600436 片仔癀 85.89 -3.34 上攻势头，持股
600438 通威股份 10 0.1 上升形态未变，持股
600439 瑞贝卡 13.06 2 .35 均线支撑股价继续上行
600444 *ST国通 14.69 1 .87 短线上攻欲望
600446 金证股份 15.27 -0.84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448 华纺股份 6.01 1.52 震荡上行，持股
600449 赛马实业 33.36 3 .15 抛压较大，不介入
600452 涪陵电力 17.26 3 .42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600455 *ST博通 14.86 0 .2 重心缓慢上移，介入
600456 宝钛股份 31.93 2 .77 阶段顶部，可能回调
600458 时代新材 50.56 0 .96 短线震荡有机会
600459 贵研铂业 39.1 1 .88 上攻欲望强烈，关注
600460 士兰微 24.7 -2.53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461 洪城水业 17.71 0 .8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462 *ST石岘 6.44 5.06 涨停，积极关注
600463 空港股份 7.62 1.06 短线逢高减仓
600466 迪康药业 10.09 0 .1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600467 好当家 14.99 -0.07 震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468 百利电气 34.95 -1.52 有转弱迹象，不参与
600469 风神股份 12.12 0 .25 均线支撑向上，持股
600470 六国化工 14.8 2 .42 上冲过快，可能回调
600475 华光股份 23.27 -0.98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476 湘邮科技 12.97 0 .93 单边上攻，关注
600477 杭萧钢构 8.01 1.52 多条均线支撑，关注
600478 科力远 17.57 1 .56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479 千金药业 21.62 2 .13 做多能量增强，关注
600480 凌云股份 18.2 4 .66 发力上攻，关注
600481 双良节能 19.67 -2.82 面临较大抛压，可持有
600482 风帆股份 17.94 1 .01 上行趋势，持股
600483 福建南纺 7.22 -2.04 涨势可延续关注
600485 中创信测 17.61 -0.11 多均线支撑，介入
600486 扬农化工 25.59 3 .39 上升途中休整，暂关注
600487 亨通光电 38.22 -1.52 继续上扬，关注
600488 天药股份 10.07 0 .8 强势上行，关注
600489 中金黄金 40.11 -0.5 回调空间不大，持股
600490 *ST合臣 14.32 0 震荡整理，暂可关注
600491 龙元建设 13.25 0 .99 短线上攻欲望
600493 凤竹纺织 9.86 1.02 上行欲望强烈，关注
600495 晋西车轴 13.1 2 .83 量能有效放大，关注
600496 精工钢构 14 0.07 上涨势头保持良好
600497 驰宏锌锗 24.73 2 .32 短期头部，注意风险
600498 烽火通信 41.37 -1.12 强势上升，关注
600499 科达机电 26.76 -1.91 震荡上行，持股
600500 中化国际 11.53 2 .58 强势拉升，注意减持
600501 航天晨光 16.31 9 .98 涨停，积极关注
600502 安徽水利 11.5 3 .05 延续上攻行情可持股
600503 华丽家族 12.84 1 .1 上档抛压较重
600505 西昌电力 10.21 -0.58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506 ST香梨 11.54 0 .35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600507 方大特钢 6.9 1.17 能量正在积蓄，关注
600508 上海能源 27.42 1 .71 重心缓慢上移，介入
600509 天富热电 12.29 -0.81“强劲上升，关注”
600510 黑牡丹 10.07 -0.59 下降趋势未变，减持
600511 国药股份 28.05 -0.43 短线震荡有机会
600512 腾达建设 5.67 -2.24 上攻欲望强烈，关注
600513 联环药业 21.14 -1.03 多空有争夺，注意减持
600515 *ST筑信 7.57 1.47 消化抛压，关注
600516 方大炭素 11.77 -0.17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517 置信电气 19.29 1 .58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518 康美药业 21.73 -1.98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600519 贵州茅台 202.97 1 .53 震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520 三佳科技 16.57 -2.53 拉升途中，关注
600521 华海药业 18.96 -1.2 强势整理，暂可关注
600522 中天科技 29.31 -2.43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523 贵航股份 26.68 7 .19 量价配合，上升趋势
600525 长园集团 24.05 -2.63 盘升之中，可关注
600526 菲达环保 17.8 -1 单边上攻，关注
600527 江南高纤 10.15 2 .22 涨幅已高，注意风险
600528 中铁二局 9.36 1.85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529 山东药玻 18.92 0 .69 继续上扬，关注
600530 交大昂立 10.42 -0.1 仍具上升潜力，关注
600531 豫光金铅 36.65 1 .66 上升阻力较大
600532 华阳科技 9.65 2.33 上行趋势，持股
600533 栖霞建设 5.39 1.32 上升能量积聚，积极关注
600535 天士力 44.55 -0.22 强势上升，关注
600536 中国软件 24.27 0 .96 多均线支撑，介入
600537 海通集团 39.65 0 .38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538 *ST国发 5.59 0.9 巩固均线支撑，逢低参与
600539 狮头股份 8.89 3.86 反弹有量，积极关注
600540 新赛股份 15.49 1 .18 强势上行，关注
600543 莫高股份 12.85 0 .71 多空平衡，横盘状态
600545 新疆城建 11.26 0 .99 回探下档支撑，关注
600546 山煤国际 31.2 2 .06 短线上升有阻力
600547 山东黄金 55.48 -0.82 短线上攻欲望
600548 深高速 5.26 0.38 盘上趋势未坏，暂关注
600549 厦门钨业 48.68 0 .66 注意短期有抛压
600550 天威保变 25.12 2 .11 相对强势，可关注
600551 时代出版 17.5 2 .46 承接盘不强
600552 方兴科技 31.93 -0.41 震荡上行，持股
600553 太行水泥 12.9 2 .79 短线有较大抛压
600555 九龙山 5.49 0.73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600557 康缘药业 21 0.19 上攻势头，持股
600558 大西洋 20.02 1 .47 重心缓慢上移，介入
600559 老白干酒 43.44 -1.25 短线震荡有机会
600560 金自天正 26.04 -4.37 上攻欲望强烈，关注
600561 江西长运 11.62 0 .43 均线支撑股价继续上行
600562 *ST高陶 45.07 2 .83 短线整理，关注
600563 法拉电子 30.55 -1.89 多条均线支撑，关注
600565 迪马股份 5.74 3.05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566 洪城股份 11.41 -2.98 做多能量增强，关注
600567 山鹰纸业 5.62 1.08 震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568 中珠控股 13.45 -1.1 涨势可延续关注
600569 安阳钢铁 3.66 1.39 强势整理，暂关注
600570 恒生电子 22.59 -0.79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571 信雅达 12.56 0 .32 单边上攻，关注
600572 康恩贝 22.01 0 .55 上行欲望强烈，关注
600573 惠泉啤酒 12.53 0 停牌
600575 芜湖港 21.69 2 .84 多空交投平稳，关注
600576 万好万家 23.86 2 .54 消化短线浮筹，关注
600577 精达股份 11.15 -0.09 上涨势头保持良好
600578 京能热电 11.28 3 .11 阶段性高点临近
600579 ST黄海 6.36 1.76 上升压力较大
600580 卧龙电气 19.43 -1.27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581 八一钢铁 11.94 2 .67 箱体震荡，低吸高抛
600582 天地科技 24.86 -2.01 上行趋势，持股
600583 海油工程 7.48 1.91 继续酝酿上攻，关注
600584 长电科技 13.2 -1.49 强势回调，可关注
600585 海螺水泥 24.64 5 .8 盘口趋活，持股
600586 金晶科技 13.55 1 .04 短线回调，注意减持
600587 新华医疗 27.91 -0.75 主力开始出货，注意风险
600588 用友软件 24.36 2 .65 做多能量增强，积极关注
600589 广东榕泰 10.95 -1.44 延续上攻行情可持股
600590 泰豪科技 14.72 -0.61 多均线支撑，介入
600592 龙溪股份 12.61 -0.86“强劲上升，关注”
600593 大连圣亚 18.41 3 .6 强势上行，关注
600594 益佰制药 21.33 0 .05 冲高回落，择机参与
600595 中孚实业 14.05 2 .18 短线上攻欲望
600596 新安股份 16.95 0 拉升途中，关注
600597 光明乳业 9.97 1.12 放量反弹，积极关注
600598 北大荒 14.51 1 .47 强势上扬，可能回调
600599 熊猫烟花 18.16 2 .6 上攻行情酝酿中
600600 青岛啤酒 36.12 -0.08 整理形态，关注
600601 方正科技 4.55 -0.22 短线仍有作为
600602 广电电子 9.55 -2.05 大幅走低，暂关注
600603 ST兴 业 7.57 1.34 弱势下跌不介入
600604 ST二纺 6.94 0.58 盘整向下，弱势观望
600605 汇通能源 15.16 -4.71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600606 金丰投资 7.11 0 停牌
600608 *ST沪科 5.7 0 .71 关注均线支撑力度
600609 *ST金杯 5.42 -1.45 盘升之中，可关注
600610 SST中纺 18.14 3 .95 K线形态良好
600611 大众交通 8.74 1.75 价位已高，不追
600612 老凤祥 31.89 0 .63 上档抛压重，暂可关注
600613 永生投资 13.17 -1.27 上升趋缓，注意风险
600614 鼎立股份 6.84 0 停牌
600615 丰华股份 10.84 -0.46 反弹有量，积极关注
600616 金枫酒业 14.26 1 .35 有主力做多，择机买入
600617 *ST联华 10.91 -0.55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618 氯碱化工 8.87 10.05 涨停，积极关注
600619 海立股份 9.13 3.87 短线震荡，有机会
600620 天宸股份 7.55 1.48 上冲过快，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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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操作 风险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