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市(002223-002486)(七)(17 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002223 鱼跃医疗 38 .36 -4 .70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224 三 力 士 16 .38 -2 .85 上下波动都不大
002225 濮耐股份 12 .38 5 .36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002226 江南化工 28 .85 -0 .03 维持微幅调整格局
002227 奥 特 迅 31 .35 -4 .97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228 合兴包装 15 .10 -1 .63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002229 鸿博股份 17 .32 -3 .24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230 科大讯飞 50 .90 -2 .00 调整趋势明显
002231 奥维通信 13 .79 -2 .9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232 启明信息 19 .09 -0 .47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233 塔牌集团 17 .62 -2 .54 小区间调整
002234 民和股份 21 .80 -2 .68 仍有回落空间
002235 安妮股份 12 .58 -1 .87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236 大华股份 75 .60 -1 .68 不会有太大波幅
002237 恒邦股份 45 .76 -3 .3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238 天威视讯 22 .60 -3 .2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239 金 飞 达 10 .57 -0 .28 看多风险不大
002240 威华股份 11 .13 -0 .98 将维持窄幅波动
002241 歌尔声学 47 .76 -1 .95 回调空间较大
002242 九阳股份 16 .31 -1 .09 减仓,不介入
002243 通产丽星 16 .18 -3 .17 后市难有机会
002244 滨江集团 11 .08 0 .00 维持上扬格局
002245 澳洋顺昌 17 .86 -1 .11 仍有回落空间
002246 北化股份 22 .82 -5 .35 维持横向整理态势
002247 帝龙新材 25 .70 -3 .02 仍无大的突破
002248 华东数控 25 .30 -5 .5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249 大洋电机 29 .25 -1 .52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250 联化科技 35 .26 1 .18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002251 步 步 高 25 .26 -2 .6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252 上海莱士 34 .37 -3 .16 上下无量，维持盘踞
002253 川大智胜 42 .42 -3 .1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254 烟台氨纶 35 .89 -3 .21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002255 海陆重工 35 .63 -5 .44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258 利尔化学 17 .71 0 .06 维持上扬格局
002259 升达林业 8 .56 -3 .82 在 5 日 10 日均线间运行
002260 伊 立 浦 12 .02 -2 .04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261 拓维信息 34 .90 -3 .62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262 恩华药业 22 .36 0 .68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263 大 东 南 11 .15 -3 .21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264 新 华 都 23 .60 -0 .51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265 西仪股份 12 .69 -3 .79 减仓,不介入
002266 浙富股份 44 .29 -1 .8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267 陕天然气 20 .40 0 .25 可以看好
002268 卫 士 通 25 .24 -1 .71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269 美邦服饰 31 .62 -0 .57 可以看好
002270 法因数控 16 .35 -0 .37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271 东方雨虹 36 .97 -3 .12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272 川润股份 25 .08 1 .54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2273 水晶光电 41 .48 -4 .31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274 华昌化工 12 .59 -1 .64 上下空间都不大
002275 桂林三金 24 .19 1 .17 有望维持上涨
002276 万马电缆 15 .49 2 .38 强势仍将延续
002277 友阿股份 23 .35 -1 .97 仍将缩量整理
002279 久其软件 24 .37 -2 .5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280 新世纪 22 .65 -1 .22 可以看好
002281 光迅科技 42 .00 -3 .8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282 博深工具 23 .55 -2 .52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284 亚太股份 23 .82 -3 .25 围绕 5 日均线横向整理
002285 世联地产 28 .08 -0 .78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286 保龄宝 25 .30 -3 .29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002287 奇正藏药 25 .20 -0 .94 仍以上行为主
002288 超华科技 16 .15 -0 .37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289 宇顺电子 29 .80 -6 .14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290 禾盛新材 28 .39 -4 .7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291 星期六 16 .80 -0 .88 仍应看淡
002292 奥飞动漫 30 .80 -0 .84 继续不看好
002293 罗莱家纺 68 .16 1 .13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2294 信立泰 64 .08 -1 .99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295 精艺股份 18 .80 -2 .59 小区间调整
002296 辉煌科技 60 .78 0 .10 继续维持弱势
002297 博云新材 21 .39 -2 .68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298 鑫龙电器 15 .16 -0 .46 仍将缩量盘整
002299 圣农发展 19 .09 -0 .73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300 太阳电缆 20 .50 -2 .33 仍将无量整理
002301 齐心文具 15 .54 -3 .66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02 西部建设 24 .30 -0 .04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303 美盈森 40 .27 -0 .79 仍可继续看好
002304 洋河股份 221 .43 -0 .12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305 南国置业 14 .20 2 .01 仍可继续看好
002306 湘鄂情 23 .54 2 .66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2307 北新路桥 21 .10 -4 .2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308 威创股份 17 .76 -4 .00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09 中利科技 25 .40 -1 .8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310 东方园林 104 .85 -2 .45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311 海大集团 27 .62 -2 .7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12 三泰电子 26 .21 2 .38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002313 日海通讯 52 .00 -4 .25 调整趋势明显
002314 雅致股份 18 .35 -0 .86 维持箱体震荡
002315 焦点科技 67 .79 -2 .19 调整趋势明显
002316 键桥通讯 17 .22 -3 .2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317 众生药业 43 .60 -2 .13 仍无大的突破
002318 久立特材 18 .86 -3 .53 回调空间较大
002319 乐通股份 19 .20 -1 .7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320 海峡股份 37 .55 -2 .2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321 华英农业 26 .55 -5 .55 仍有回落空间
002322 理工监测 67 .80 -1 .95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323 中联电气 28 .32 -2 .81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324 普利特 38 .65 -4 .47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325 洪涛股份 35 .83 -3 .42 有风险,应谨慎
002326 永太科技 51 .42 -1 .8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327 富安娜 35 .10 -1 .85 继续维持弱势
002328 新朋股份 19 .00 -0 .58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329 皇氏乳业 48 .96 1 .56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330 得利斯 15 .74 -1 .9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331 皖通科技 29 .85 -3 .30 减仓,不介入
002332 仙琚制药 17 .00 -5 .03 调整趋势明显
002333 罗普斯金 14 .37 -2 .18 维持箱体震荡
002334 英威腾 58 .88 -2 .81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335 科华恒盛 59 .60 -2 .45 继续维持弱势
002336 人人乐 22 .19 -3 .10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337 赛象科技 27 .50 -1 .79 仍有回落空间
002338 奥普光电 40 .62 -1 .14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339 积成电子 33 .20 -1 .80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40 格林美 52 .66 -3 .0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341 新纶科技 39 .50 -2 .49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342 巨力索具 22 .20 -3 .06 仍将无量盘整
002343 禾欣股份 32 .98 -5 .28 维持无量盘整态势
002344 海宁皮城 45 .84 -3 .19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345 潮宏基 29 .72 -2 .0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346 柘中建设 23 .38 -4 .1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347 泰尔重工 25 .52 -1 .39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348 高乐股份 20 .36 -2 .91 调整仍将延续
002349 精华制药 28 .05 -2 .26 回调空间较大
002350 北京科锐 22 .69 -2 .66 仍将继续小阴小阳整理
002351 漫步者 29 .35 -1 .74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352 鼎泰新材 28 .49 -2 .86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353 杰瑞股份 130 .77 -1 .88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354 科冕木业 19 .52 1 .19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355 兴民钢圈 15 .74 -3 .14 回调空间较大
002356 浩宁达 30 .28 -1 .43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357 富临运业 20 .96 -0 .14 可以看好
002358 森源电气 39 .08 -1 .81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59 齐星铁塔 20 .49 -1 .49 可以看好
002360 同德化工 37 .75 -2 .88 有风险,应谨慎
002361 神剑股份 22 .54 -2 .38 回调空间较大
002362 汉王科技 73 .65 -2 .00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63 隆基机械 19 .00 -2 .4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364 中恒电气 28 .19 -3 .26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365 永安药业 31 .96 -0 .50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366 丹甫股份 17 .50 -2 .5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367 康力电梯 28 .80 -3 .0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368 太极股份 52 .20 -3 .65 可以看好
002369 卓翼科技 38 .65 -2 .60 回调空间较大
002370 亚太药业 20 .06 -3 .65 回调空间较大
002371 七星电子 88 .40 -2 .66 调整趋势明显
002372 伟星新材 21 .37 -2 .42 维持微幅调整格局
002373 联信永益 27 .73 -1 .53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374 丽鹏股份 31 .93 -2 .6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375 亚厦股份 75 .01 0 .05 有风险,应谨慎
002376 新北洋 40 .50 -1 .44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377 国创高新 20 .25 -4 .80 不会出现大的突破
002378 章源钨业 35 .32 -4 .05 可以看空
002379 鲁丰股份 37 .25 -3 .1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380 科远股份 47 .25 -2 .05 横向整理可能性比较大
002381 双箭股份 31 .10 -2 .66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82 蓝帆股份 34 .53 -2 .1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383 合众思壮 45 .16 -1 .70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384 东山精密 62 .43 -1 .45 可以看好
002385 大北农 37 .70 -1 .8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386 天原集团 16 .08 -1 .29 调整趋势明显
002387 黑牛食品 35 .98 -1 .18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388 新亚制程 25 .68 -4 .50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389 南洋科技 56 .80 -3 .73 继续维持弱势
002390 信邦制药 43 .65 -0 .48 微幅整理态势不变
002391 长青股份 32 .84 -1 .56 看多风险不大
002392 北京利尔 44 .08 -2 .20 仍将继续调整
002393 力生制药 51 .32 -2 .71 仍以横盘整理为主
002394 联发股份 46 .40 -2 .21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002395 双象股份 32 .40 -7 .08 仍以横盘整理为主
002396 星网锐捷 39 .81 -3 .4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397 梦洁家纺 37 .03 0 .05 调整仍将延续
002398 建研集团 26 .75 -4 .26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399 海普瑞 127 .58 -1 .7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400 省广股份 47 .18 -2 .08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01 交技发展 43 .91 -2 .8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02 和而泰 38 .01 -2 .84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403 爱仕达 16 .54 -0 .9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404 嘉欣丝绸 20 .44 -0 .20 可以看好
002405 四维图新 43 .88 -2 .1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06 远东传动 29 .86 -1 .97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07 多氟多 78 .60 -5 .08 后市难有机会
002408 齐翔腾达 54 .13 3 .30 仍可继续看好
002409 雅克科技 41 .37 3 .97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2410 广联达 57 .55 -3 .1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11 九九久 37 .14 -1 .77 可以看空
002412 汉森制药 51 .50 -1 .38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413 常发股份 25 .78 -4 .87 在小区间内盘整
002414 高德红外 27 .50 -2 .1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415 海康威视 90 .37 -1 .40 有望维持上涨
002416 爱施德 40 .28 -0 .62 继续不看好
002417 三元达 32 .00 -1 .20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418 康盛股份 21 .60 -0 .23 可以看好
002419 天虹商场 45 .93 -2 .53 维持小阴小阳态势
002420 毅昌股份 12 .83 -2 .36 可以看好
002421 达实智能 29 .88 -1 .55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422 科伦药业 142 .56 -1 .7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423 中原特钢 9 .69 -2 .42 可以看好
002424 贵州百灵 36 .55 -4 .04 整一段时间后,或将突破
002425 凯撒股份 41 .75 -0 .57 可以看好
002426 胜利精密 14 .40 -1 .84 股价窄幅整理,待突破
002427 尤夫股份 18 .04 -1 .5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28 云南锗业 76 .22 -1 .97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429 兆驰股份 23 .82 -2 .66 调整趋势明显
002430 杭氧股份 34 .79 0 .00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431 棕榈园林 74 .60 -0 .92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32 九安医疗 26 .52 -1 .8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33 太安堂 29 .42 -1 .28 看多风险不大
002434 万里扬 29 .28 -2 .89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35 长江润发 16 .00 -1 .6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36 兴森科技 59 .40 -2 .62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37 誉衡药业 67 .60 -3 .12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438 江苏神通 32 .08 -9 .99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440 闰土股份 32 .94 -2 .37 仍将无量盘整
002441 众业达 51 .05 -0 .9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42 龙星化工 14 .25 -2 .13 减仓,不介入
002443 金洲管道 22 .89 -2 .10 仍将继续调整
002444 巨星科技 37 .16 -3 .86 维持无量盘整态势
002445 中南重工 24 .78 -1 .39 仍以上行为主
002446 盛路通信 29 .05 -1 .19 可以看好
002447 壹桥苗业 68 .56 -3 .7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448 中原内配 39 .93 -4 .1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49 国星光电 36 .85 -2 .25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50 康得新 39 .41 -1 .52 仍可继续看好
002451 摩恩电气 16 .75 -2 .62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452 长高集团 27 .81 2 .54 维持上扬格局
002453 天马精化 37 .14 -2 .26 仍将缩量盘整
002454 松芝股份 27 .83 -1 .66 回调空间较大
002455 百川股份 30 .32 -2 .51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456 欧菲光 62 .90 -4 .52 有风险,应谨慎
002457 青龙管业 38 .48 -0 .75 仍有回落空间
002458 益生股份 34 .83 -2 .11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459 天业通联 29 .80 -3 .06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60 赣锋锂业 47 .18 -3 .81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61 珠江啤酒 19 .45 -2 .85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62 嘉事堂 20 .33 -3 .83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63 沪电股份 15 .78 -2 .47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464 金利科技 24 .34 -2 .83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465 海格通信 36 .30 -2 .24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466 天齐锂业 54 .72 -3 .53 有风险,应谨慎
002467 二六三 29 .58 -4 .2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68 艾迪西 24 .18 -3 .36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002469 三维工程 70 .99 8 .05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002470 金正大 18 .54 -2 .11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471 中超电缆 23 .32 -3 .48 继续维持横盘
002472 双环传动 41 .70 -2 .84 回调空间较大
002473 圣莱达 25 .95 -4 .07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74 榕基软件 44 .20 -2 .39 在 5 日 10 日均线间运行
002475 立讯精密 49 .86 -1 .07 可谨慎看多
002476 宝莫股份 29 .15 -1 .05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477 雏鹰农牧 57 .08 0 .02 多方力量强大,可继续看好
002478 常宝股份 17 .81 1 .19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002479 富春环保 24 .59 -3 .27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480 新筑股份 72 .00 -4 .6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81 双塔食品 32 .20 -3 .5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482 广田股份 69 .88 -2 .2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483 润邦股份 33 .70 -3 .1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84 江海股份 32 .65 0 .15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485 希努尔 23 .91 -2 .3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86 嘉麟杰 15 .62 -1 .70 有望维持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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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体育专电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八分之一决赛 17 日全部

结束，在闯入八强的球队中，英超球队占三席，数量最多。西甲有两支球队，意

大利、德国、乌克兰各一支球队。四分之一决赛抽签仪式将于 18 日进行。

以下是八强名单：

巴塞罗那队(西班牙)
切尔西队(英格兰)
国际米兰队(意大利)
曼联队(英格兰)
皇家马德里队(西班牙)
沙尔克 04 队(德国)
顿涅茨克矿工队(乌克兰)
托特纳姆热刺队(英格兰)

欧冠八强产生

英超球队占三席
1/4 决赛抽签仪式今晚进行

新华社马德里 3 月 16 日体育专电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 16 强次回合较量 16 日结束，主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 3：0 完胜法国球队里昂，以 4：1 的总比分晋级，这是“银河战舰”7 年来首进欧冠 8 强。皇马此前已经连续 6 年未能进入 8 强，此次再度遭遇老冤家里昂，带着首回合 1：1 的平局，回到伯纳乌的主队众志成城，誓破欧战逢里昂不胜的魔咒。这场胜利意味着皇马自 2004 年以来终于打破了连年难过 8 强大门的魔咒，也让欧战对里昂不胜的历史作古。

此役皇马主帅穆里尼奥尽遣主力出战。克·罗纳尔多伤愈复出，进入首发。佩佩、卡瓦略出任中卫，赫迪拉和阿隆索组成后腰搭档，前锋线上近来表现不俗的本泽马继续首发。赛前双方为日本地震中的死难者进行了一分钟默哀。

皇马完胜破魔咒
7 年首进欧冠 8 强

本报讯 北京时间 3 月 18 日 19 点，在欧足联的总部
将会进行本赛季欧冠 1/4 决赛、半决赛、欧联杯 1/4 决赛及
半决赛抽签。站在不同国家不同媒体的立场，对于抽签当然
会有不同的看法，西班牙媒体便已开始展望“皇马抽中巴
萨”，英国媒体普遍认为，由于英超球队向来都很苦命，此番
搞不好又将出现群雄围剿英超球队的情景。 （小新）

欧冠 8 强抽签猜想：

皇马抽中巴萨 群雄围剿英超

3 月 16 日，切尔西队队长
特里赛后向观众致意。当日，
在 2010/11 赛季欧洲足球冠军
联赛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较
量中，英超切尔西队主场以 0

比 0 战平丹麦哥本哈根队，最
终以总比分 2 比 0 晋级八强。

新华社发

 3 月 16 日，皇家马德里
队球员本泽马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为备战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国
家男子足球队定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至 30
日集训并与新西兰国家队、洪都拉斯国家
队比赛。在 17 日正式出炉的 22 人名单上，
离开国家队近 3 年的李玮锋再次入选。山
东鲁能队的邓卓翔、崔鹏入选。

国足与新西兰、洪都拉斯队的比赛将
于 3 月 25 日、29 日在武汉举行。至于国足
3 月 26 日客场与哥斯达黎加国家队友谊赛
的名单，足协将择期公布。

具体名单如下：
山东鲁能：邓卓翔、崔鹏；

天津泰达：于大宝、李玮锋；
上海申花：冯仁亮、于涛；
杭州绿城：杜威、荣昊、汪嵩、腾尚坤；
北京国安：闫相闯；
大连实德：李学鹏；
辽宁宏运：杨旭、于汉超；
河南建业：曾诚、赵鹏；
长春亚泰：刘晓东；
江苏舜天：刘建业；
深圳红钻：程月磊；
成都谢菲联：刘宇；
德国沙尔克 04：蒿俊闵；
韩国全北现代：黄博文。

足协公布国足武汉热身赛名单

鲁能邓卓翔崔鹏入选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6 日体育专电
为了季后赛而做最后努力的休斯敦火箭队
16 日以 94 ： 78 主场轻松擒获夏洛特山猫
队，同时凭借这场胜利在西部排名榜上终
于提升一位至第 10 。

火箭本场主要赢在防守上。尽管自己
的命中率仅有 41% ，可他们通过防守把
山猫的命中率压缩在 37% ，同时在篮板
球上以 51 ： 37 领先，其中仅进攻篮板就
多抢了 9 个。

火箭擒山猫 排名升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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