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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1”   “17”
记住这三个快捷键！

它们会成为您最频繁使用的数字！

00 —— 灵！灵！ —— 《财经直播室》之 索引菜单

001 —— 速度第一，重要第一 —— 《财经直播室》之 今日焦点

17 —— 继 15/16，信息雷达又添新品 —— 《财经直播室》之 财经点评

钱龙《财经直播室》



1八招教你看资讯

第一招：财经直播室，打开资讯新天地

甲先生：

今天的钱龙不寻常！经常会弹出一些小窗口（图示一），里
面显示的内容好象是股评，有点意思呢。以前从来没有的
嘛，怎么回事？

钱老师：

这是钱龙最新推出的“财经直播室”功能，是最近升级的

V4.58版本的新增功能。您可以到主画面看一下（图示二），

看到第12条红色的菜单“财经直播室”了吧，您看到的弹

出窗口，内容就是来源于这里。

这次钱龙的V4.58 新版本，资讯的功能增强了很多，大

家可以选择“系统工具/新增功能介绍”来看比较详细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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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招：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甲先生：

我已经到财经直播室里面看过了，
有好多频道，而且每个频道好象都
是一家资讯商的名字嘛？

钱老师：

不错，这正是钱龙这个V4.58新版

本最大的特点了。每个频道都代表

一家著名投资咨询机构，或者券商

研究中心，其中的资讯都是最能体

现他们实力的特色内容。

这家频道的特色是资讯量

大，包括“异动股提示”、

“风险股提示”、“投资技

巧”、“个股点评”、“首席

视点”、“和讯解盘”等全

方位的资讯。

很快将增加到24个频道，

有更多的资讯商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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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师：

这么多的专家，从不同角度看待市

场，发挥各自优势去剖析市场，对

我们投资者来说，显然更加全面和

客观，这就叫兼听则明。要是只有

一家之言，虽然有可能看起来很过

瘾，但是其隐含的倾向性所带来的

风险，倒反而值得我们非常警惕

了。

财经直播室里面还有不少

内容都是“独家资讯”，绝

对超值，当然更不容错

过。

这家频道的特色是个股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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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招：关注重点

甲先生：

的确有道理。我中午把所有频道里的内容都大概翻了一遍，
还真的有些合我口味的精彩观点呢，而且资讯量也确实是
不少。

钱老师：

是呀，这种群言堂的妙处，只有看了才有体会。不过，

您也可以有重点地去看，要特别注意那些可以从您的操作

立场上帮您理清思路的评论，还有那些与您立场完全相左

的观点，也要特别关注，毕竟良药苦口嘛。

有空的时候多去翻翻，很快会找到您喜欢的频道。要是

没时间，那就重点关注您喜欢的那些频道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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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师：

另外，您也不用担心会错过什么重

要的事情，因为钱龙会把当天的重

要事件和各个频道中评论的精华部

分，通过另一个地方——“今日焦

点”来显示，也就是之前我们谈到

的那些弹出窗口。

当日“两桥一嘴”（浦东金

桥，外高桥，陆家嘴）均

放量位于涨幅前列。

定时播报的钱龙特色“强

势股雷达”系统，可以帮

助您一起会诊股票、跟踪

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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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招：今日焦点

甲先生：

对对，上午大盘放量的时候，弹出窗口就蛮多的，各家资
讯的都有。可是我该怎么操作呀？有的时候我还没有看清
楚内容，它自己就消失了。

钱老师：

哦，弹出窗口里面显示的是信息标题，或者精炼的摘要，一

般都是一目了然的。万一你一时来不及看清，过后任何时

候只要按001+Enter键，还是可以切换到整个屏幕，显示

今日焦点的标题和详细内容（图示二），这些都是今天曾经

弹出的内容。

还有，你还可以在弹出窗口的时候（图示一），马上按Enter

键，就可以切换到整个屏幕阅读弹出信息的详细内容。注

意别按错，要是按了任何其他的键，那么弹出窗口就会立

刻消失。

当天曾经弹出的内容，

都可按001+Enter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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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生：

这个“今日焦点”里面的内容真的很特别么？

钱老师：

我们来看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大家按001+Enter。大家看

13:50那条（图示一），提醒大家买入次新股。

后市如何？果然是风起云涌吧，收市次新股几乎占据了今

天涨幅榜前列的所有位置（图示二），次新股板块的平均涨

幅达到了近5% ，收益不菲。

再接着看，上面14:59的那条还提醒大家关注并深入分析

了汽车板块的底部放量现象等等，这些我都认为体现了对

市场热点的敏锐性，对潜力品种的前瞻性非常强。

当然，点评的宗旨毕竟是引起您的高度重视，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大家还需认真揣摩、理智对待。总之，是

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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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招：

财经点评，指点个股迷津
甲先生：

这个财经直播室里面，个股的点评有
么？我做股票向来只关心个股。每天
要找我那几只自选股的消息，翻报纸
啦、寻公告啦，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要
是有地方集中显示就好了。

钱老师：

当然可以！15、16、17 三个键就

能搞定！（图示一）15+Enter是这

支股票的公告；16+Enter是我们营

业部原来就有的专业实时资讯对这

支股票的评论；17+Enter，就是钱

龙财经直播室里对这支股票的所有

财经点评了（图示二）。

注意找◇菱形小标记。

有 白 色 的 ◇ 表 示 键 入

16+Enter有内容看；

有 蓝 色 的 ◇ 表 示 键 入

17+Enter有内容看。

这里的点评可不止1家资

讯商的内容。

显然，有越多家的点评，

受市场关注的程度就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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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招：港股行情，赶上双 Q 头班车

钱老师：

怎么样，财经直播室的内容还不错吧？功能简简单单，效

用却实实在在。再介绍一样新鲜功能，你们中间一定有

人感兴趣。那就是港股。

甲先生：

难道钱龙现在可以看港股了？我去年跟着一位朋友炒港股
小赚一点。可是行情看不到摸不着毕竟不敢放胆去做。

钱老师：

正是。有了钱龙V4.58 版本之后，因为可以看港股了，我

们营业部向香港联交所购买了港股实时行情，现在在钱龙软

件里，您就可以看到实时行情了。它的操作和沪/深股票一

模一样！看个股只要通过智能键盘输入拼音缩写或代码就行

了，比如要看长江实业就输入CJSY或0001。要看恒生指数

（图示一），就打热键F7(或07＋Enter)或999999。

还有一些热键，要是记熟了操作起来就更快捷了：

571～578+Enter  港股的分类股行情报价表

691～698+Enter  港股的分类股涨跌幅排名

891～898+Enter  港股的分类股综合排名

999991～999999＋Enter  港股的分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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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先生：

我从来不碰港股的，港股行情对我没什么用处吧？

丙先生：

乙先生说的没错啊，虽然QFII很热闹，可我们只想炒好A股，
对我来说港股也就看个新鲜，好像和我做股票关系不大。

钱老师：

您这话可不妥。众所周知，周边证券市场走势对沪深两

市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除了已经实施的QFII，证

监会也计划实行QDII制度，届时很有可能内地居民会可

以将所持外币通过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港股。

另一方面，香港资本市场的市盈率是全球大型股市中最低

的，资本的安全更有保证，也就更利于控制风险；再者，它

也是中央支持香港的一个举措。不尽快去了解港股，无疑

是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没有实时行情的营业部，股民还是可以看到港股

的历史 K线，做技术分析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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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师：

我再教你们一招！大家先进到600585 海螺水泥的K线图，

再键入代码0914选择H股中的海螺水泥，然后按“＋”号

键，完成双股走势叠加（图示一）。

从叠加图上可以看到从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在H股的

海螺水泥不断创新高的基础上，A股市场的海螺水泥也走势

强劲。

H股的海螺水泥从2004年5 月在大幅回调以后开始强劲反

弹；相对的，A股市场的海螺水泥也上涨8％左右，两者的

联动性很强。

你们还可以再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港股1138与沪市

600026中海发展、0168和600600青岛啤酒、0358和600362

江西铜业等等，关联性非常强。

即使你不做港股，在观察H股走势的时候，同时也可以抓住

A股的投资机会。

这招叫叠加分析！

用来考察不同市场或不同板块之股票之间的关联

性，达到“由此及彼”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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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招：看钱龙信息中心，知天下大事

钱老师：

其实，不光是港股，很多周边市场的信息都是极具指导

意义的，例如外汇、期货、中国概念股等等，多多益善。

甲先生：

这句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一向都认为我们做证券投
资的，不能光盯在几支股票上，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可是，晓得也没用，这些资料查起来实在太麻烦！

钱老师：

一点都不麻烦，这些资料你现在都可以在钱龙里面看

到！在主菜单里面选择“钱龙信息中心”，看到了么，有

二十几个栏目呢（图示一）。

这些数据都是每天更新的，例如开放式基金（图示

二），里面就有基金净值、基金公布的投资组合，这些都

是极有价值的信息。每天翻翻，养成习惯，感觉就出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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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招：手机短信理财，随身的资讯

甲先生：

如此看来，钱龙资讯真的不错。可惜下个月我要出个长差，
这下就要成聋子喽。万一错过一波行情那就太可惜了。

钱老师：

那没关系呀。您可以在钱龙里面订阅“手机短信理财”

（图示一），内容很全的，有“移动行情”、“移动资讯”、“移

动个股信息”、“移动预警”等（图示二），有大盘的也有自

选股的，有行情的也有资讯的。你只要手机带身边，需要的

信息也就差不多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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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生：

这么方便？太好了，快教我应该怎
么订阅这些短信！

钱老师：

很简单，先注册(图示一)，再订

阅。根据菜单提示一步步做就行了。

除了在钱龙里面，网站

www.stocksms.com 上也

可以订阅和退订。

甲先生：

不过短信毕竟没有在电脑上看强。
回来后还是要到这里来看，那时候
就用不着短信了。

只要按“Enter”键，在选

定的栏目前打勾或者把勾

去掉，最后按“End”键确

认，就可以订阅和退订

了，操作十分简便。

订阅之前先注册，注册是

完全免费的。

钱老师：

没关系，短信的退订和订阅一样方

便，您完全不用担心会遇到订阅容

易退订难的情况（图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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