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读改变人生”

微博关键词

楼市

@谁主大盘： 受北京市政府迁址通州等利好消

息带动，通州楼市再现量价齐升，甚至再度带涨燕郊

等环北京区域房价。不过，个人认为，楼市不会再出现

诸如

2009

年的暴涨情况。

@咪嘞嘛呼：不来燕郊真不知道楼市这么兴旺，

居然有一条大街全是售楼处，大巴车一车一车地往里

拉人，就连骑自行车的路过，都有大爷大妈和发小广

告的招呼：小伙子来这儿看看，这边的户型可好了。

新基金

@股市分析李纹： 尽管

7

月新基金募集规模达

2237

亿元，仅较

6

月下降

5.6%

，但其中有

2000

亿元被

业内认为来自证金公司的“国家队”资金。剔除这

2000

亿元后，

7

月新基金募集规模仅

237

亿元， 创近

13

个月

新低。

@股市小道长：在最近震荡下跌行情中，公募基

金建仓谨慎，在超千只主动管理型基金中，近

200

只基

金空仓或仓位极低， 其中

200

只为今年二季度以来成

立的新基金， 这些基金资产管理规模总计超过

1.2

万

亿元，说明市场后续弹药充足。 而在此次股市大跌前

成功减仓的国投瑞银美丽中国、益民服务领先等绩优

基金，最近已开始逐步建仓。

成交量

@醒世：

4000

点之上踊跃护盘的“国家队”，近日

逐步偃旗息鼓， 市场也开始走出属于自己的底部形

态。 大盘虽仍在底部震荡，但个股已跃跃欲试开始翘

头，成交量也大幅度萎缩。 就在

A

股一根大阳线呼之

欲出时，证金公司突然

5

万亿元传闻也来秀肌肉：王者

归来，该出手时就出手！ 看涨，看大涨！

@饭统戴老板：市场阻尼振动幅度越来越小，成交

量一直在萎缩，个股表现上更加明显，未来是上还是下？

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根

K

线而已。（倪伟 整理）

读财经报刊

享理财增长乐

□ 张根宝

谁都不会相信笔者涉足股市是被逼出来的。事情发

生在

1993

年

9

月，那时笔者任上海某研究所工会副主席，

一次收到法院寄给单位的一份职工离婚调解通知书。原

来是单位的小两口双职工， 因男方奢望在股市中发点

财，结果却令所有积蓄被套，女方则因无法忍受这一情

况随后提出离婚。笔者开玩笑似地对她说

:

“如果帮助你

们股票解套，你还打算分手吗？ ”她摇了摇头。既然已承

诺，只有“华山一条路”，为她俩分忧解难。 从那天起，笔

者又增添了一份工作，利用诸多业余时间研究股市。 刚

开始对证券知识一窍不通，忐忑无所适从，但求知欲望

十分强烈，饥渴之中，寻觅到《中国证券报》，从此喜结良

缘。 多年来，越读心里越亮堂，把学到的理财知识，灵活

运用到实际中去，同时也为身边人增长财富。

笔者操作前要做好认真细致的准备。

1993

年

12

月股

指反弹到

950

点附近，看着大盘还有下跌空间，笔者决定

采取先止损后换股的操作方法来解套。最终挽回了她俩

前期股票投资的损失，双方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胸有成竹坦然面对股市涨跌。朱女士是笔者

30

多年的

老邻居，

2001

年

4

月恰逢房屋动迁， 当时政府鼓励买房，并

采取退税优惠政策。 而她则是把房屋动迁款的

30

万元全部

买入股票，奢望赚点装修费，结果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005

年

4

月，股指跌至

1100

点时，朱女士面临儿子结婚而无

钱买房的经济压力，忧心忡忡。 听别人说股改启动后，股指

要跌破

800

点，房价还要涨，就找笔者商量股票割肉之事。

笔者劝她说

:

“可以暂时不买房，

1000

点割肉不足取。 ”因为

笔者相信，当时中国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期，股市一定会

走牛。果然，到了

2007

年

9

月，股指跃上

6000

点，被锁定的股

票价格也翻了

5

倍，于是见好就收，如愿以偿地改善生活。

投资基金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杨小姐是笔者家的钟点工，

今年

5

月心情特别好，因为在八年前买的基金已翻倍。事情还得

从头说起，

2007

年

3

月， 某东家对她说：“钟点工起早摸黑很辛

苦，去银行买些基金，保赚不赔。 ”小杨对基金是何物都一无所

知，但在赚钱诱惑下，随即买了一万元。 半年后，她持有的基金

市值增长了

50%

，让她欣喜若狂，后悔买的太少。尝到甜头后，她

把家中全部的八万元银行定期储蓄，全部投入某基金。 此后全

球股市大跌，

9

月份买的这只基金，不但分文没赚，反而比其他

基金跌得更惨，心情郁闷，沉默寡言，问起缘故，半晌才道出心

里话。 笔者劝她，做基民也是有风险的，不能将手中所有存款

都用来投资单只基金。且话说回来，我国经济仍处在快速发展

阶段，相信基金业前景是光明灿烂的。如果不急需用钱就决不

要在亏损时赎回，因为损失只是暂时的，耐心持有必有厚报。

在经济发展模式下，理财给人们带来空前的选择难

题，股票、基金和房产等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不是人人

都能做到无师自通，而《中国证券报》作为笔者

22

年理财

路上一盏明灯， 一期不看心里不踏实， 总觉得少做一件

事。 多年阅读这份报纸，从中领悟真知，并赋予行动。

漫画/赵天奇

草根达人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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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谈股 时尚消费

流行

男性网购市场成“香饽饽”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在大众印象中，女性往往是“剁手党”

的主力军。 女性较强的消费力和天然的热

衷分享属性， 让电商尤其是女性垂直电商

发展的如火如荼。不过，一些数据和生活中

的案例说明，男性并非没有购物需求，相反

在隐秘的网络空间， 男性网购市场空间巨

大， 而部分男性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也存在

较强消费力。此外，也有电商网站针对男性

消费者特性“使出”各种创新营销手段，吸

引男性消费者加入网购大军。

男性加入“剁手党”

现实生活中，“男性不爱逛街购物”

是很多人的固有观念， 这个印象大多来

源于各位男士在陪女性逛街时痛苦的表

现和反馈。 但一些电商消费数据表明，男

性消费能力可能被低估。

近期，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2008年至2013年中

国网络购物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网购用

户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网购人均金额

也高于女性。

艾瑞咨询发布的另一组调研数据更

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2014年中国跨境

网络购物用户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1.4%

与48.6%，男性用户略多于女性用户。 中

国大陆在去年一年中， 男装平均花费增

加4.5%，而女装仅提高3.7%；从2009年

至今， 中国男性个人护理市场以每年平

均20.1%的幅度在快速增长。

尽管不排除部分男性账号“是帮老婆

或女朋友买单” 的可能性，但整体来看，男

性消费者具备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而从记者身边的草根调研来看，男性群

体并非没有购物需求，只是不同于女性购物

逛街式购物，男性消费者普遍希望用一种更

加高效直接的方式来实现购物需求。 而随

着电商的发展， 一些标准化的产品信息明

确，价格清晰同时又能送货上门。 因此，无

怪乎男性也加入了网购“剁手”大军。

男性电商需更垂直

另一方面， 相较于女性的冲动型购

物，男性购物更加注重性价比。 在男性市

场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 男性对于

品质更加看重，对于价格并不是很敏感，

但并不代表男性不在乎折扣。 男性用户

在网上的购买行为同女性一样， 也会在

折扣时产生冲动消费。

因此， 业内人士指出， 做好男性电

商，一方面需要在营销方式上创新，另一

方面也需要更加垂直。 垂直电商有助于

帮助用户从海量商品中提取有价值的信

息进行消费决策。 以什么值得买为代表

的国内消费决策平台， 代表了一种男性

电商发展方向。 这一类是以向消费者提

供高性价比的商品推荐信息为主要作

用，有助于男性消费者做出消费决策。 其

互动平台上大量来自于男性消费者的评

测文章，也有助于消费者做出决策。

在营销创新方面，有别于令人眼花缭

乱的满减满返， 更加清晰透明的价格优惠

体系更容易获得男性消费者青睐， 简单直

接的营销策略成为商家首选。 中怡康总经

理贾东升认为，在家电消费中，男性消费者

是其中的主力军。 而在3C等标准化程度较

高的中高端家电中， 线上销售占比越来越

高，未来这一比例有望进一步增加。 因此，

在保证消费者体验的前提下， 家电电商需

要有更多创新的营销策略来促销。

此外，“互联网+” 时代供需关系被

重构，年轻、好玩、交互成为主要特点，从

厂商导向全面转向消费导向，对电商乃至

整个零售业提出新的挑战。对于男性消费

者来说，更加简单明确的促销方式有助于

他们快速做出消费决策。国美在线副总裁

宋林林表示，针对男性消费者特点，国美

在线整个8月“男人节” 期间与家电3C大

牌厂商合作， 将覆盖各厂商爆款商品的

各型号、 规格和尺寸， 并做到全网最低

价。 比如黑色家电中，TCL、索尼等知名

品牌均有爆款产品直降数千元； 白色家

电方面，空调、洗衣机和冰箱均有知名品

牌爆款产品大幅度降价。 同时，也有多款

明星智能手机产品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

格上线。 此外，消费者下单后即有抽奖机

会，每天将有2000个中奖名额，用户可以

通过无线端便捷地参与互动。

漫画，赵天奇

暑期催热海洋公园

海洋文化消费革新进行时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暑期是学生们难得的休息时

间， 寓教于乐的观光游览也成为学

生们的选择。 在历年的暑期旅游季

节中，海洋文化馆、科技馆等都成为

学生和家长们旅游游览的重点选

择，今年暑期也不例外。多家海洋文

化主题类旅游项目都表示， 暑期将

是海洋公园等的传统性旺季， 今年

也将抓住暑期消费热潮。

除季节性因素催热海洋公园等

海洋文化旅游项目外，海洋文化消费

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传统的单一海洋

馆等正在向集海洋文化、游乐项目等

一体的综合性海洋文化旅游项目转

化， 整个行业也正在积极拥抱互联

网。 另外，部分海洋文化项目的运营

商也正在探索更为切入日常生活的

轻资产、更为亲近生活的创新模式。

暑期海洋文化热

暑期，一直以来都是观光旅游

的旺季。“趁着孩子有时间，带他出

去玩玩，但孩子的旅游需求不同于

大人，需要为他们精挑细选” 、“孩

子有时间，同时天气热，自己的工

作节奏也需要调整，正好借休假之

际出去旅游观光，但大人小孩也并

不希望大热天的太累” 、“暑假机

会难得， 哪怕是去不了太远的地

方，城市附近的游乐项目也是不错

的选择，比如科技馆、水上乐园、海

洋文化馆等” 。

在上述种种暑期旅游需求催生

下， 海洋文化公园等受到暑期旅游

的青睐。

究其原因，业内人士认为，暑期

旅游不同于平时的出游观光， 在选

择旅游项目时， 将主要考虑孩子们

需求并兼顾家长相对有限的时间，

“孩子们喜欢带有探索性质的旅游

项目， 希望见到一些平时难得一见

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海洋公园拥有

的海洋动植物资源， 特别是一些特

色的海洋资源，如极地海洋动物、热

带海洋动植物等， 将吸引不少孩子

和家长过来游玩。 与此同时，暑假期

间并没有法定长假， 对很多家长来

说，出游时间相对有限，相比于长时

间、长距离的出游，很多海洋文化项

目在城市或城市周边， 哪怕是在另

一个城市也相对较近，在时间、金钱

上也更容易接受” 。

另外， 海洋文化项目发展至今

已不同于传统的、 相对单一的海洋

馆，大多已成为集海洋资源、游乐项

目、 休闲消费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

游项目，孩子在其中可以收获更多，

也可以玩得更多， 大人的一些消费

需求也被得到相应的兼顾。

抢占暑期市场

暑期市场历来是海洋文化公园等

的季节性旺季。 在旺季到来之时，绝大

多数旅游项目都在推出自己的特色产

品和服务，以期抢占更多市场。

据悉，为迎接暑期到来，大连老

虎滩海洋公园·极地馆斥巨资隆重推

出大型水秀盛宴———《梦幻塔希

提》。 该剧讲述了海洋精灵拯救塔希

提人民于危难的传奇故事，整场演出

对人与动物的表演形式有突破性改

进，采用全新第四代表演形式，并对

表演场内的灯光、音响、造景进行全

新设计，将其打造成国际级大型多媒

体现代化水秀剧场。 另外，同期老虎

滩海洋公园欢乐剧场《我是大明星》

表演、极地馆海底立体光影盛宴等特

色项目也纷纷推出。

在上海， 上海海洋水族馆则举

行了“澳洲热带雨林” 特别活动，还

有新的展缸对外开放展示。 据悉，澳

大利亚热带雨林是现存最古老的雨

林， 这些雨林中丰富多样的动植物

令人称奇。

此外， 在青岛海昌极地海洋世

界、长隆海洋王国等等标杆海洋文化

旅游项目中，5D动感体验馆、5D影

院、珍惜海洋动植物资源等都在暑期

集中亮相。 其中，为迎接暑期旺季到

来，青岛海昌极地海洋世界5D动感体

验馆建设及外围改建工程全面完工，

改造后的极地景区，开发以情境化为

基础的体验式旅游项目，并在馆内新

增高科技科普互动设备、动漫故事演

绎、深海探险体验、5D动感体验馆、亲

子互动娱乐等项目。长隆海洋王国则

在近期开放“海鸟世界” 、“海豚全接

触”体验项目等，在暑期旺季为自己

增添更多特色。

创新大戏开启

然而， 消费者的需求在不断向细

分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为迎合市场需

求， 海洋文化主题公园等旅游项目也

在做出改变。初期，海洋文化主题公园

等比拼的是动植物资源及特色体验项

目等，而在项目不断增多、动植物资源

相对易得、 消费者体验有所转向等新

情况下， 海洋文化主题公园等创新侧

重点和广度深度都在发生变化。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当然

也包括技术革新带来的服务升级），

其实就是拥抱互联网的发展大趋

势，比如引进更多先进技术，包括智

能订票、5D显示、互联网营销等都是

创新技术的创新运用。 近期，海昌海

洋公园控股有限公司推出“互联网

+海洋文化” 。 海昌作为中国最大的

海洋主题公园开发运营商， 此前就

已将“互联网+旅游” 模式从企业品

牌传播、 智慧旅游等方面渗透至旗

下各大景区。 公司行政总裁王旭光

认为，未来，海昌不仅仅要做好“互

联网+旅游” ，甚至可以跨越到“互

联网+海洋文化” ，将海洋文化真正

做到创新发展。

其次是游客服务的个性化升

级。 今年以来， 夜宿海洋水族馆项

目，作为有别于此前“走马观花” 式

游览的特色项目受到热捧。 上海长

风海洋世界在今年暑期主打 “互

动” ，而夜宿正是“互动” 的亮点之

一。 天津海昌海洋公园在今年4月开

放夜宿以来，一直受到消费者欢迎，

在暑期更是次次爆满。 这种更为亲

近、更为仔细地体验海洋文化形式，

成为个性化、特色化服务的代表。 另

外，海洋文化主题公园等综合化、多

样化服务也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

费者的多方面需求。 此外，海昌在上

海投资在建的极地海洋公园总将包

含12个展示场馆、4个大型海洋动物

互动体验项目、3个特效影院及15项

大中型游乐设备， 营造全方位的休

闲娱乐氛围， 增加游客游玩的科普

性、互动性、参与性体验，将更好地

满足游客多重需求。

除此之外， 海洋文化主题公园

等目前还面临投资、 运营模式的变

革。 据王旭光介绍，海洋馆运营、咨

询及水族技术管理输出服务， 将是

海昌未来发展战略的重点方向之

一， 这将是对此前重资产项目建设

运营模式的革新。未来，与大型购物

商场合作建设运营室内小型海洋馆

和儿童娱乐场所、 输出海洋文化项

目运营管理模式等相对轻资产的模

式，预计将受到行业重点关注。

拉锯战成常态

波段操作高抛低吸

频繁震荡成常态 尽管近日市场抛压不断， 调整

持续，但在主力护盘下，多空双方都难有大的成果，反复

拉锯，频繁震荡成为常态。量能持续萎缩，却无法真正达

到地量，地量之后还有更低的量，没有达到极限，也就没

有所谓的放量突破。而没有量能的反弹往往只是局部诱

多和反抽，所以更难吸引场外资金。 这样市场就陷入到

一个循环中：指数跌下来，护盘托底效应显现；涨上去，

却缺乏足够买盘支撑，又逐步调整回来。 如此反复消磨

市场意志，也是希望上方套牢筹码割肉，换至低位。

近期大盘持续围绕3700点一线展开震荡整理，单

日上下幅度维持在100点左右，显著小于7月9日A股反

弹之后的日均200点波幅。 伴随期间有数个交易日两

融余额骤减，场外增量入场信心开始犹豫，市场拉升动

力也稍显不足。从技术上看，当前大盘均线系统呈现空

头排列，短期快速突破难度很大。市场从剧烈波动开始

转为弱平衡运行，尤其是经过报复性反弹过后，近期个

股分化演绎，资金频繁调仓换股难以形成做多合力，增

量资金入市意愿不强， 这意味着调整时间会进一步延

长，股民要做好持久战准备。 （玉名

http://blog.cs.com.

cn/a/01010001113300E846889DF8.html

）

多空争夺即将给出答案 大盘先是反弹， 随后调

整，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一个标准三角形，也到了选择方

向的关键时刻， 是构建双底还是延续C浪杀跌似乎都有

可能。 所以说，运行到目前位置，多空都已没有太多时

间。 就目前看，对多方有利的是，“国家队”护盘依然在

行动，尽管不是每天都有所行动，但多少还是让市场感

受到了温暖。另外，据报道，目前基金仓位已接近2008年

熊市底部， 融资额度也从最高2.3万亿元下降至1.3万亿

元，散户仓位同样处在低位，这些都是底部现象。 且离场

资金也是未来的潜在多头， 因为多空随时都会相互转

换。 如果真有明确信号出现，就不用担心场外没有支援。

而对多头不利的是，由于前期市场大跌，多头士气受到

一定程度打击后，想要快速恢复的话，若没有大的政策

力挺是不行的。 总之，目前大盘处在关键位置区域中横

盘， 这种横盘最迟将在下周一会被打破。 （金鼎

http://

blog.cs.com.cn/a/01010001291A00E8488B11F8.html

）

部分超跌个股有望实现翻番 继7月股市大跌、企

稳、反弹后，市场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阶段市场主要

有三方面特点：一是大盘进入缩量震荡阶段；二是前期

爆炒且基本面难以支撑个股，开始一江春水向东流屡创

新低；三是一批超跌个股多头能量积蓄充分，即将演绎

金秋翻番行情；其四，策略上中线守仓、短线搏差，这一

批个股总体上看，量能已积蓄到位，接下来应该是拉升

行情，即主升浪行情。这一阶段通常的特征是，股价飙升

速度快，涨幅也很巨大，伴随的量能也会持续巨大。到了

一定高度之后，才会进入高位震荡阶段。针对这些特征，

投资人应该冷静跟踪，细心分析其阶段区间，既不要半

途而废，也要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荷叶

http://blog.cs.

com.cn/a/010100038CCC00E8403F4DF7.html

）

坚持高抛低吸策略 大盘均线下的两颗十字星，

表现出市场博弈的制衡程度。前颗十字星与后一颗十

字星在成交量上无太大差别，但后一颗十字星明显有

企稳意思。 激进的投资者可以小仓位参与，保守投资

者还是继续等待为宜，毕竟没有看出上涨痕迹，十字

星本身就是为变盘应运而生的，怎么变还需要后续几

个交易日的K线得出肯定后方知大盘趋向。

投资者需要回归到价值投资当中， 而不要一直沉

迷于追涨杀跌的误区当中。此外，要坚定地远离高市盈

率，业绩大幅亏损个股，只靠讲故事的个股跌不言底，

切莫轻易去抄底。 策略上，还是坚持高抛低吸策略，由

于3600点是托底成本线， 指数每跌到此就会出现反

弹，所以这也是低吸个股的位置，选择超跌、低价、政策

受益品种，耐心做波段是上策。（南草说财经

http://blog.

cs.com.cn/a/0101000807BA00E83DB686F1.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伟提供

本栏文章均源自博客，内容不代表本报观点。 如

有稿费及涉文事宜，请与本版编辑联系。

无需到银行网点， 只需用手机扫

一扫二维码即可申办信用卡， 最快三

天收到信用卡。 互联网 + 时代，办卡就

是这么任性！

近日， 兴业银行依托手机移动平

台开通二维码发卡 “交互式移动互联

网信用卡申请” 渠道，只需满足“两人

一机”———申请人本人、 银行工作人

员、一部手机，即可轻松申请办理信用

卡，在业内属首创。

据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 客户只需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关

注“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 微信服务

号，输入“交互式二维码” 获取专用二

维码，微信“扫一扫” 进入信用卡申请

页面在线填写申请资料即可完成操

作，卡片最快两个工作日即可核发，最

大限度缩短了客户从“心动” 到“行

动” 的等待时间。 同时，为保障客户信

息安全， 兴业银行信用卡工作人员将

全程陪同。

业内人士表示， 兴业信用卡这一

办卡方式创新， 打通了信用卡线下推

广环节与审核环节的任督二脉， 实现

办卡端和发卡端的“直联” ，对那些一

度认为办卡难、手续繁、时效长的客户

来可谓一大福音。

在笔者走访中， 众多消费者对兴

业银行“即扫即办” 的创新申请模式

大呼叫好。 据悉，目前已有 50 多名客

户尝鲜，申办的信用卡中，兴业银行推

出的国内首款可穿戴移动支付产品

“兴动力”信用卡备受欢迎。 该卡片最

令人关注的是其首创的卡路里兑换信

用卡积分权益———用户无需消费，只

要运动就可源源不断地获取信用卡积

分， 并且凭兴业信用卡或积分还可参

与“6000 积分兑星巴克” 、“十‘权’

十美” 、精选商户海淘返现等缤纷多彩

的活动，尽情享受“卡惠” 。

手机扫描二维码可办信用卡：兴业银行发力移动互联发卡无纸化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