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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移动：服务处处显“民生”

3 月 15 日，移动手机用户王
欣在家中登录中国移动山东公
司门户网站查询了手机话费余
额，并在网上交了上个月的话
费。近来，王欣都是通过这种方
式缴话费。

“如今，不用出门，不用在营
业厅排队，只要您动动手指轻点
鼠标或者打个电话，就能随时随
地轻松办业务。”济南移动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济南移
动创新发展电子渠道，使客户足
不出户就能查询话费、缴费充
值、开通取消业务等等，让客户
享受 24 小时全天候服务。

据济南移动相关人士介绍，
济南移动已在全市建设自办厅
150 余处、合作厅 1200 多家，还
有近 5500 处村级业务办理点。
为了消除服务盲区，提供更便捷

的服务，济南移动在实体服务网
点之外，大力打造了 e100 电子
渠道，比如网上营业厅、短信营
业厅、掌上营业厅、自助服务终
端以及 10086 电话营业厅等，让
市民足不出户，尽享移动服务。

移动的客户想在网上办理
业务，只要登录中国移动山东
公 司 门 户 网 站 ( h t t p : / /
www.sd . 10086 . cn/)，即可在
线查询和办理各种移动业务。
记者登录网站看到，网上营业
厅提供了多种业务查询和办
理，包括话费详单查询、账单查
询 、余 额 查 询 、积 分 值 查 询 、
PUK 码查询、归属地查询、缴
费历史查询等。

如果说网上营业厅还必须
用电脑上网的话，那短信营业
厅、手机 WAP 营业厅，则更加方

便，随时随地可定制业务、查询
账单。

移动短信营业厅通过短信
来完成很多业务。客户只需要编
辑“ 10086”发送到 10086 后，系
统将自动下发独立菜单，只需按
照菜单导航上行短信提示即可
完成各类业务的查询和办理。目
前，短信营业厅提供了各种常用
信息查询，如话费余额查询、账
单及余额查询、积分查询、归属
地查询等。

而手机 WAP 营业厅，实现
了能手机上网，就能畅游手机上
网营业厅。手机上网营业厅包括
业务查询和业务办理板块，只要
登录移动梦网空中营业厅，就可
进行各种话费查询、积分查询、
归属地查询，还可办理各种新业
务。

本地·专题

今年“ 3·15”的主题是“消费与民生”。对于为济南市民提供移动通信服务的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来说，无论从服务理念，还是推出的产品，“服务

民生”早已融入日常工作的点滴细节之中。

3 月 15 日，省城济南，在公交车上吴倩拿
着新买的 iPad 上网“偷起了菜”，她在公司利
用移动 WLAN 热点上网，在路上，她把上网模
式切换到移动 3G 上网。“现在在哪儿都能上
网，有 WLAN 热点的地方还能免费呢！”吴倩
高兴地说。

为了推动济南无线城市建设，大力支持济
南市信息化的发展，济南移动公司在不断完
善、建设 2G 和 3G 网络的同时，近年来大力推
进建设 WLAN 无线宽带网络，不断扩展无线
宽带覆盖区域，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便捷、流
畅、低廉的无线信息服务平台，满足广大用户
不断增长的信息需要。

据济南移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济南移动
WLAN 网络已经初具规模，市区的 WLAN 网
络热点覆盖已呈燎原之势，覆盖区域包括大学
校园、高档写字楼、大型酒店宾馆、交通枢纽、
城市广场等，并逐步由点到面，无线城市建设
已经雏形乍现，为济南建设无线城市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建设无线城市，网络基础是关键。今后济
南移动将继续高举 TD 发展大旗，继续建设完
善 2G\TD\WLAN 的三网优质覆盖，继续扩大
室外公共空间的 WLAN 网络建设，推进无线
网络进社区工作的落实，济南移动将于合适时
机推进 TD-SCDMA 后续演进技术的发展，全
面部署 LTE 网络(4G)建设，持续为广大用户
提供更高的数据速率和容量，为广大的市民提
供优质安全可靠的网络服务。

“ 这 几 年 ，济 南 移 动 大 力 推 进 T D -
SCDMA、GSM、WLAN 三网建设，为信息化
发展、无线城市建设不断探索并做出了积极的
贡 献 。”据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济 南 移 动 T D -
SCDMA 网络从 2008 年开始建设以来，历经
一、二、三期工程的建设，在短短不到 2 年的时
间内，网络质量比建网初期有了质的飞跃。目
前济南市区 TD-SCDMA 网络覆盖、服务质量
已经全面达到优质的网络服务水准。

有了优质的网络，市民会享受“数字生活”
带来的精彩。你用一部手机可以监控家里的安
全，下班路上，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打开家里的
电饭煲……济南移动相关人士说。

【服务篇】

e100 电子渠道，让用户足不出户办业务

在省城一外企工作的何先
生已经使用移动号码 8 年之
久。他是移动忠实拥护者，“我
之所以一直没有更换手机号
码，还是感觉到它的服务好，尤
其对大客户经常及时回访，还
有，VIP 会员还会享受到好多
尊崇服务”。

移动针对集团客户和重点
客户，积极推行“一对一”个性化
服务，上门服务率达 100%，与客
户建立了良好的亲情关系。在此
基础上，还成立了“全球通”客户
俱乐部，进一步增强了大客户自
身的尊崇感。“全球通”VIP 俱乐
部为客户提供各种尊崇服务，如
机场 VIP 候机、入住酒店打折

等，并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大客户
俱乐部活动。

全球通 VIP 俱乐部，分为钻
石卡、金卡、银卡三种会员身份，
三类会员可以享受不同的服务。

“我们通过这一平台，让客户享
受到集‘优质网络服务、优质客
户服务、优质延伸服务’为一体
的 3A 服务。”济南移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

“全球通 VIP 俱乐部，每
年都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据济南移动介绍，去年 1 月、2
月份，俱乐部举办了 VIP 客户
电影答谢月活动，一个月的时
间，每天晚上为移动 VIP 客户
放映两场免费电影；去年 6 月

份，俱乐部组织集团大客户、
VIP 客户子女羽毛球夏令营，
请专门的教练教孩子们打羽毛
球，营员们学会打羽毛球，还进
行了多场比赛；去年 10 月份，
广州亚运会期间，俱乐部举办
了“ VIP 客户迎亚运羽毛球邀
请赛”，活动进行了 3 周，20 多
个集团客户单位参加了比赛；
去年 1 2 月份，俱乐部举办了

“全球通话剧全国巡演济南专
场”，邀请 1000 多位 VIP 客户
观看了演出，演出的人偶剧《喜
羊羊与灰太狼》迷倒观众。客服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全 球 通
VIP 客户俱乐部今年继续组织
丰富多彩的活动。

全球通 VIP 俱乐部，为客户提供尊崇服务

【产品篇】

2G、3G、WLAN，三网覆盖

市民享受“数字生活”

细心地市民会发现，现在济南的路灯越
来越会选时间，天一黑路灯就准时亮，天亮就
灭灯。而这也与济南移动提供的服务密切相
关。

这两年，为了解决城市路灯系统线路长、
布局分散、管理困难的现实问题，济南移动结
合济南市的实际情况研究开发了路灯控制管
理系统。通过该系统，实现了自动化监控和智
能化的科学管理。“路灯控制系统不仅能智能
控制照明时间，而且还能及时发现路灯的损坏
情况。”济南移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

路灯控制系统，只是济南移动服务集团
客户的其中项目之一。

2010 年，济南移动开展专线电路租用业
务。现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行银行、中信
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山东人保、太平洋
保险、齐鲁证券、济南人保专线业务都有济南
移动的身影。“现在，济南移动已经在金融行业
建设开展专线业务多条，实现从 2009 年专线
业务开展数量个位数到 2010 年的全面超越。”
济南移动相关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

据了解，济南移动 2010 年在集团信息化
领域取得多项突破，集团信息化项目的规模效
应逐步显现，推广了齐鲁证券手机炒股项目、
济南城市路灯智能管理系统、省电力综合接入
项目、济南工商局移动办公等多个项目。

2010 年 3 月 22 日由济南移动实施的“齐
鲁证券·山东移动战略合作签署仪式”在济南
举行，山东移动与齐鲁证券领导出席仪式，自
此企业双方在渠道联合营销、无线数据传输、
集团光纤专线、手机移动办公、黑莓手机邮箱
办公、企业一卡通与金融服务等多个业务领域
进行全面合作。

2 月 15 日，家住省城某小区
的孙先生，用手机给 12345 市民
热线短信平台 106353112345 发
送了一条短信，反映小区内污水
管道经常堵塞问题。短信发出后
不到半小时他收到了问题处理
的回复。

济南移动为市政府搭建的
短信服务平台。2010 年 8 月 4
日，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短信平
台正式开通，市民有问题诉求，
编 辑 短 信 发 送 到
106353112345，就可以得到与拨
打 12345 同样的服务。

济南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为济南市政府市民热线免
费提供了软硬件设备和技术支
持。一方面为市民提供了方便，
另一方面为政府提高工作效率
更好地为市民服务提供了帮
助。”

有了短信平台，市民反映问
题更加方便。济南移动相关人士
表示，在没有短信平台之前，市
民反映问题，只能通过打电话进
行反映，而且对于反映事情的办
理进度不了解，有时多次打电话
询问同一个问题，既耽误时间又
多花了话费。自从有了短信平台
后，市民反映问题的方式灵活

了，可以发短信反映问题，也可
以收到市民热线发送的办理进
度和办理结果。

“与此同时，这个短信平台也
提高政府热线工作效率。原来一
个督办事件政府热线需要人工每
天打电话督办，既费时又费力，工
作效率不高，有了短信平台后，短
信平台可以根据管理人员的设
定，定时、定量地给各个下属单位
发送‘督办短信’，一方面节省了
政府热线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
效率，另一方面也缩短了各个直
属单位为市民处理问题的时间。”
济南移动相关人士说。

【公益篇】

搭建市民热线短信平台，连接政府与百姓

信息化应用

助力政企发展

济南移动推出
的信息化应用引人
关注。

(文/片 记者 王晓明
杨黎明 通讯员 樊圆圆)

33 月月 1166 日日，，用用户户在在宽宽敞敞明明亮亮的的济济南南移移动动营营业业厅厅办办理理业业务务。。““服服务务民民生生””，，一一直直是是济济南南移移动动的的服服务务理理念念。。

e100 电子渠道，市民在
网上就能办业务。

VIP 客户可以享受到
多项尊崇服务。

用户在工作人员指导
下进行自助缴费。

营业厅内自助设施，方
便了用户查询和自助办业
务。

沪市(600305-600629)(二)(17 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600305 恒顺醋业 18 .99 3 .32 看多风险不大
600306 商业城 14 .36 -3 .43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307 酒钢宏兴 11 .90 -3 .64 股价窄幅整理,待突破
600308 华泰股份 9 .71 -1 .72 回调空间较大
600309 烟台万华 25 .83 -2 .75 仍将继续调整
600310 桂东电力 30 .68 0 .95 仍将微幅整理
600311 荣华实业 15 .71 -3 .20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312 平高电气 13 .01 5 .69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600315 上海家化 0 .00 .00 .0停牌
600316 洪都航空 34 .11 -2 .63 继续维持弱势
600317 营口港 0 .00 .00 .0停牌
600318 巢东股份 16 .76 0 .06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319 亚星化学 7 .60 -3 .06 仍将缩量盘整
600320 振华重工 7 .78 -3 .2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321 国栋建设 7 .29 -3 .32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322 天房发展 5 .32 -3 .45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323 南海发展 16 .18 -2 .65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325 华发股份 11 .34 -3 .90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326 西藏天路 17 .88 -3 .25 有风险,应谨慎
600327 大厦股份 12 .50 -1 .19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328 兰太实业 17 .44 10 .03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600329 中新药业 13 .96 -3 .12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330 天通股份 16 .08 -4 .06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331 宏达股份 15 .99 -1 .30 有风险,应谨慎
600332 广州药业 22 .02 0 .23 继续维持弱势
600333 长春燃气 11 .18 0 .90 可以看好
600335 *ST 盛工 14 .17 -0 .70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336 澳柯玛 8 .00 -3 .03 仍将继续调整
600337 美克股份 11 .03 -2 .82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338 ST 珠峰 0 .00 .00 .0停牌
600339 天利高新 13 .35 -3 .61 继续维持盘局，等待机会
600340 ST 国祥 9 .42 -2 .0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343 航天动力 24 .26 1 .13 上下都无太大空间
600345 长江通信 16 .72 -1 .94 维持低量整理态势
600346 大橡塑 11 .60 -5 .54 后市难有机会
600348 国阳新能 26 .20 -1 .5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350 山东高速 4 .74 -1 .4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351 亚宝药业 9 .28 -3 .03 延续小幅震荡格局
600352 浙江龙盛 11 .81 -2 .3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353 旭光股份 15 .24 -0 .97 在小区间内盘整
600354 敦煌种业 32 .14 -2 .01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355 *ST 精伦 6 .87 -1 .58 减仓,不介入
600356 恒丰纸业 12 .95 -2 .41 可以看好
600358 国旅联合 5 .64 -2 .08 仍应看淡
600359 新农开发 16 .19 -0 .55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360 华微电子 10 .30 -3 .92 可以看空
600361 华联综超 10 .33 -2 .3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362 江西铜业 39 .04 -2 .9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363 联创光电 11 .95 -3 .00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365 *ST 通葡 12 .98 0 .39 有望维持上涨
600366 宁波韵升 25 .24 -3 .55 调整仍将延续
600367 红星发展 21 .68 -0 .69 可以看好
600368 五洲交通 7 .56 -3 .08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600369 西南证券 0 .00 .00 .0停牌
600370 三房巷 6 .90 -3 .90 围绕 5 日均线横向整理
600371 万向德农 14 .68 1 .17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372 ST 昌河 37 .01 -2 .89 在 5 日 10 日均线间运行
600373 *ST 鑫新 19 .20 -5 .00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375 星马汽车 26 .58 -2 .57 很难出现突破
600376 首开股份 15 .51 -0 .5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377 宁沪高速 6 .51 -1 .36 调整趋势明显
600378 天科股份 15 .11 -3 .39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379 宝光股份 14 .93 -0 .20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380 健康元 12 .71 -1 .63 将围绕 5 日 10 日线整理
600381 ST 贤成 8 .49 0 .71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382 广东明珠 10 .23 2 .40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600383 金地集团 6 .44 -0 .62 回调空间较大
600385 ST 金泰 6 .29 -0 .94 可谨慎看多
600386 北巴传媒 10 .10 -4 .17 横向整理可能性比较大
600387 海越股份 11 .73 -4 .79 后市难有机会
600388 龙净环保 31 .76 -0 .87 调整趋势明显
600389 江山股份 12 .29 -3 .15 仍将缩量横盘
600390 金瑞科技 24 .92 -1 .46 仍将继续小阴小阳整理
600391 成发科技 24 .20 -4 .2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392 太工天成 25 .58 -3 .98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393 东华实业 6 .70 -2 .90 仍将无量盘整
600395 盘江股份 35 .81 0 .73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600396 金山股份 9 .20 2 .22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600397 安源股份 15 .98 -0 .75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398 凯诺科技 6 .54 -5 .35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600399 抚顺特钢 7 .52 -4 .57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600400 红豆股份 9 .11 -4 .11 有风险,应谨慎
600403 大有能源 33 .98 0 .06 上下波动都不大
600405 动力源 11 .80 -2 .7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406 国电南瑞 69 .92 -0 .10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408 安泰集团 7 .02 2 .93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409 三友化工 10 .16 1 .80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600410 华胜天成 15 .44 -3 .68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415 小商品城 33 .03 -2 .51 有风险,应谨慎
600416 湘电股份 33 .09 -2 .01 继续不看好
600418 江淮汽车 13 .27 -0 .82 仍无大的突破
600419 ST 天宏 13 .70 -4 .26 仍应看淡
600420 现代制药 19 .35 1 .74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600421 ST 国药 6 .36 0 .79 仍可继续看好
600422 昆明制药 13 .60 -3 .75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423 柳化股份 10 .82 -3 .74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425 青松建化 22 .97 -1 .71 继续维持弱势
600426 华鲁恒升 16 .84 -2 .94 仍将继续调整
600428 中远航运 8 .10 -2 .17 调整趋势明显
600429 三元股份 8 .08 2 .02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0432 吉恩镍业 25 .61 -2 .55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433 冠豪高新 11 .48 -5 .98 仍将继续调整
600435 中兵光电 13 .89 -3 .0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436 片仔癀 68 .30 0 .57 仍可继续看好
600438 通威股份 9 .85 0 .61 强势仍将延续
600439 瑞贝卡 12 .52 -1 .03 维持上扬格局
600444 *ST 国通 16 .33 -1 .27 调整仍将延续
600446 金证股份 14 .17 -2 .88 微幅整理态势不变
600448 华纺股份 6 .86 -1 .86 维持上扬格局
600449 赛马实业 38 .12 -2 .71 调整仍将延续
600452 涪陵电力 14 .65 0 .41 有望维持上涨
600455 *ST 博通 14 .01 -2 .64 仍将缩量调整
600456 宝钛股份 27 .18 -3 .0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458 时代新材 59 .70 0 .25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459 贵研铂业 37 .12 -3 .23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460 士兰微 22 .32 -2 .32 围绕 5 日均线横向整理
600461 洪城水业 17 .60 -1 .62 调整趋势明显
600462 *ST 石岘 6 .06 -0 .49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463 空港股份 7 .70 -3 .63 继续维持弱势
600466 迪康药业 19 .87 -1 .78 后市难有机会
600467 好当家 12 .35 -4 .34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468 百利电气 39 .14 -0 .61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469 风神股份 11 .78 0 .17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470 六国化工 14 .35 -2 .84 减仓,不介入
600475 华光股份 27 .16 -0 .9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476 湘邮科技 13 .21 1 .30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477 杭萧钢构 10 .06 -5 .00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478 科力远 25 .62 -1 .50 调整仍将延续
600479 千金药业 15 .85 -2 .3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480 凌云股份 17 .23 0 .76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481 双良节能 16 .15 -2 .30 在小区间内横向波动
600482 风帆股份 0 .00 .00 .0停牌
600483 福建南纺 8 .51 0 .71 强势仍将延续
600485 中创信测 20 .37 0 .74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600486 扬农化工 30 .55 4 .98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0487 亨通光电 33 .40 -2 .6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488 天药股份 10 .04 -2 .24 可谨慎看多
600489 中金黄金 35 .36 -2 .13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490 *ST 合臣 15 .70 0 .38 仍应看淡
600491 龙元建设 12 .70 -4 .44 调整仍将延续
600493 凤竹纺织 12 .19 -4 .84 横向整理，伺机突破
600495 晋西车轴 20 .78 0 .0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496 精工钢构 22 .89 -0 .39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497 驰宏锌锗 29 .81 -0 .86 仍可继续看好
600498 烽火通信 36 .08 -3 .27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499 科达机电 20 .66 -1 .2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500 中化国际 12 .27 -0 .73 后市难有机会
600501 航天晨光 14 .09 -2 .5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502 安徽水利 17 .59 -0 .73 调整趋势明显
600503 华丽家族 20 .58 0 .49 仍将无量整理
600505 西昌电力 10 .60 1 .34 可以看好
600506 ST 香梨 11 .81 -1 .75 减仓,不介入
600507 方大特钢 6 .98 -2 .51 围绕 5 日均线横向整理
600508 上海能源 27 .91 -0 .64 继续维持弱势
600509 天富热电 13 .18 -4 .56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510 黑牡丹 10 .25 -0 .87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511 国药股份 23 .15 0 .26 有望维持上涨
600512 腾达建设 4 .76 -2 .4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513 联环药业 20 .36 -1 .93 调整仍将延续
600515 *ST 筑信 7 .41 -2 .63 出现突破概率不大
600516 方大炭素 15 .69 -5 .25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517 置信电气 15 .41 0 .20 上下波动都不大
600518 康美药业 15 .15 -2 .8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519 贵州茅台 189 .03 3 .95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600520 三佳科技 13 .80 -2 .6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521 华海药业 16 .79 -0 .6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522 中天科技 28 .66 -5 .00 可以看好
600523 贵航股份 25 .46 -3 .49 调整仍将延续
600525 长园集团 21 .29 0 .0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526 菲达环保 16 .15 -2 .53 仍以横盘整理为主
600527 XD 江南高 10 .23 0 .20 维持上扬格局
600528 中铁二局 10 .69 -1 .84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529 山东药玻 17 .62 -1 .56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530 交大昂立 11 .60 -1 .53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531 豫光金铅 30 .78 -1 .22 可以看好
600532 华阳科技 0 .00 .00 .0停牌
600533 栖霞建设 5 .17 -0 .39 可以看好
600535 天士力 37 .98 -2 .42 仍无大的突破
600536 中国软件 20 .31 -3 .19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537 海通集团 54 .89 -3 .77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538 *ST 国发 7 .10 3 .05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539 狮头股份 12 .72 -4 .58 继续维持横盘
600540 新赛股份 14 .81 -3 .14 仍应看淡
600543 莫高股份 12 .69 -2 .83 仍无活跃表现
600545 新疆城建 10 .70 -4 .04 继续维持弱势
600546 山煤国际 29 .92 -0 .80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547 山东黄金 46 .61 -2 .06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548 深高速 5 .44 -3 .03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549 厦门钨业 48 .24 -5 .36 继续维持弱势
600550 天威保变 26 .09 -2 .03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551 时代出版 16 .60 -1 .01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552 方兴科技 27 .13 -2 .7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555 九龙山 5 .93 10 .02 多方力量强大,可继续看好
600557 康缘药业 16 .16 -1 .9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558 大西洋 17 .85 -4 .2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559 老白干酒 32 .90 -1 .50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560 金自天正 23 .37 -2 .75 看多风险不大
600561 江西长运 12 .33 -4 .1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562 *ST 高陶 43 .68 1 .09 可谨慎看多
600563 法拉电子 27 .45 -6 .5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565 迪马股份 5 .24 -0 .76 维持横向整理态势
600566 洪城股份 11 .11 -3 .8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567 山鹰纸业 5 .66 -2 .9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568 中珠控股 12 .67 -2 .24 继续不看好
600569 安阳钢铁 3 .62 -2 .95 股价将盘整待变
600570 恒生电子 16 .04 -5 .09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571 信雅达 12 .35 0 .00 看多风险不大
600572 康恩贝 21 .47 -3 .89 看多风险不大
600573 惠泉啤酒 12 .78 0 .79 减仓,不介入
600575 芜湖港 20 .94 -2 .47 将保持微幅波动格局
600576 万好万家 22 .23 -5 .9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577 精达股份 11 .63 -3 .49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578 京能热电 11 .28 0 .18 看多风险不大
600579 ST 黄海 8 .34 -1 .30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580 卧龙电气 18 .29 -2 .40 看多风险不大
600581 八一钢铁 13 .84 -2 .88 仍将无量盘整
600582 天地科技 25 .44 -2 .23 仍将继续调整
600583 海油工程 8 .80 -2 .7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584 长电科技 11 .31 -2 .58 仍将继续调整
600585 海螺水泥 35 .32 -1 .81 不看好
600586 金晶科技 16 .15 -2 .12 将围绕 5 日 10 日线整理
600587 新华医疗 29 .19 2 .93 看多风险不大
600588 用友软件 20 .90 -2 .61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589 广东榕泰 9 .71 -5 .27 有风险,应谨慎
600590 泰豪科技 13 .70 2 .78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600592 龙溪股份 14 .99 0 .4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593 大连圣亚 18 .20 5 .94 处于强势,上扬将延续
600594 益佰制药 20 .76 -2 .72 仍将无量整理
600595 中孚实业 11 .32 -2 .6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596 新安股份 13 .57 -4 .0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597 光明乳业 10 .77 3 .76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598 北大荒 15 .48 0 .91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599 熊猫烟花 15 .74 -1 .93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600 青岛啤酒 34 .00 0 .65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601 方正科技 4 .24 -2 .75 仍以横盘整理为主
600602 广电电子 7 .81 -1 .64 调整仍将延续
600603 ST 兴 业 8 .45 -0 .71 可以看好
600604 *ST 二纺 6 .97 3 .11 看多风险不大
600605 汇通能源 0 .00 .00 .0停牌
600606 金丰投资 8 .02 -1 .72 继续不看好
600608 *ST 沪科 6 .14 -0 .16 仍以上行为主
600609 *ST 金杯 4 .77 -1 .85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610 SST 中纺 22 .75 -0 .96 调整仍将延续
600611 大众交通 7 .65 -1 .80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612 老凤祥 28 .14 -2 .33 仍将继续调整
600613 永生投资 14 .51 -3 .27 减仓,不介入
600614 鼎立股份 13 .81 -6 .94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600615 丰华股份 10 .24 0 .99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616 金枫酒业 13 .00 0 .46 强势仍将延续
600617 *ST 联华 13 .69 0 .22 维持上扬格局
600618 氯碱化工 8 .82 -4 .03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619 海立股份 8 .94 -1 .76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620 天宸股份 7 .77 -1 .15 整一段时间后,或将突破
600621 上海金陵 8 .55 -3 .72 仍将缩量横盘
600622 嘉宝集团 9 .78 -4 .3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623 双钱股份 17 .38 -4 .56 调整仍将延续
600624 复旦复华 9 .14 -3 .69 继续维持弱势
600626 申达股份 8 .81 -4 .76 维持低量整理态势
600628 新世界 12 .41 2 .06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600629 棱光实业 15 .19 -1 .24 上升趋势将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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