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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反弹拉开序幕

股市保卫战初告捷 7月4日， 宣布暂停

IPO，打响了A股保卫战第一枪，央行、证监会、国

资委、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纷纷出台救市政

策，证金公司、券商纷纷出资护盘救市，基金、上

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股东纷纷表态或通过回购增

持，维护市场稳定等。在中国股票市场上，上演一

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坚决捍卫中国股市的壮

观一幕。

7月9日， 是值得载入中国证券史册的一个重

要日子。沪深两市绝地反击，双双逆转暴涨。祝贺股

市保卫战初战告捷！ （英犁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2469000E72B786F5C.html

）

利好发酵促反弹 在连续下跌后，大盘本周迎

来低位报复性反弹走势，这一方面得益于政策救市

的组合拳发酵：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大股东半年内

不得减持；央行表示将通过多种渠道支持证金公司

维护股票市场，市场流动性无忧等。另一方面，前期

严重大跌，已为多方蓄力多时，市场存在超跌后报

复性反弹要求。因此，从目前表现看，市场整体情况

已明显好转，最黑暗的阶段或已过去。 但在下一步

方向尚未明确之前， 还需耐心等待加强信号的发

出。 市场需等待资金进一步进场以便提升更多人

气。 操作上，已套着的个股，趁反弹补仓降低成本，

反弹到一定程度时可以部分做T+0， 把亏损降低，

然后慢慢解套。 （空境留白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57E5900E72B903665.html

）

支撑股市基本因素没变 尽管目前市场还看

不出完全企稳迹象，但从长远来看，投资者还是要

对未来股市充满信心。以前段时间波澜壮阔的上涨

为例，一个普遍接受的投资逻辑就在于，看好中国

深化改革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以及随之而来的企

业利润上升。另一个托起牛市的逻辑则是资金面是

宽松的，随着居民投资集中转向资本市场，股市自

然水涨船高。

那么，现在这两个支撑因素变了吗？ 从宏观层

面来看， 我国一季度GDP增长7%， 仍处于合理区

间。 素有经济运行“晴雨表” 之称的用电量5月同

比增长5.3%，折射出经济向好趋势。 另外，结构调

整步伐的加快， 前5个月网络零售增长38.5%，5月

当月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8倍和1.3倍。可见，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势头没

有变， 改革开放红利继续释放的趋势也没有改变。

在经过本次二浪调整之后，很多个股长期投资价值

已开始显现。空仓的投资者可以提前做一些有意义

的 研 究 。 （金 鼎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1291A00E729E331F8.html

）

反弹料延续 本周市场出现的强势反弹有一

种超跌反弹要求，股票实现全面上涨、且大面积涨

停。 上周二暴涨，周三马上以暴跌还以颜色。 有了

上一次教训，市场只要一出现风吹草动，投资者就

会出现做多信心松动。只有市场继续扛住，能把强

势反弹维持到下周， 那么投资者的情绪才能真正

稳定下来。在市场环境不再变化的情况下，即救市

各项措施继续、 新股发行继续停止、 强力限制做

空， 那么救市反弹才会得以继续。 （楚风

http://

blog.cs.com.cn/a/010100010A8E00E72B9166F7.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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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黄妍韬： 股市下跌给本就疲软的经济增

添下行风险， 低迷的通胀为央行进一步放松货

币政策提供空间。 虽本周公布的

CPI

数据高于预

期，但

PPI

表明工厂仍处于通缩状态，这是大宗商

品价格低迷、 工业产能过剩及需求疲软共同作

用的结果，再加上市场动荡，预计央行年底前将

再次降息。

@王海滨： 宏观经济目前仍面临不确定性因

素的演变， 如果

CPI

继续在此位置徘徊、

PPI

指标继

续下行，央行则会有进一步宽松政策。 对于证券市

场而言，时点较为关键，预计如果没有变化，三季度

小幅度降息的可能性较大， 但如果通胀上升过快，

则降息的可能性将大幅减小。

互联网+

@方明：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互联网

+

”行动所要承担起的特殊使命不

言而喻。 政府不到半年下发多份指导意见，彰显国

家层面的重视态度。 “互联网

+

”越发展，社会的创

业创新活力也将愈发凸显，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助力

效应也将越明显。

@鲁众：作为一种技术、一种工具、一种基础

设施，互联网本身没有好坏、对错属性。 但在关注

“互联网

+

” 时， 不要忽视互联网的另一面 “互联

网

－

”，比如互联网既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会让一

些人失去工作岗位，有可能让穷的地方更穷、富的

地方更富。

希腊危机

@慧丰： 希腊经济衰退加深对远方经济体

的直接影响可能有限，但如果冲击欧洲整体，则

会带来更大挑战，比如几乎

16%

的中国出口流向

欧盟。 所以新兴市场都要未雨绸缪， 备足流动

性， 以防希腊债务化解方案失败带来的影响和

冲击。

@临风轻哼：欧元区没有那么脆弱，尤其是欧

元区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已做好希腊退

出欧元区的准备。 欧元区“哼哈二将”都安然于胸，

中国更没有理由担忧希腊退出欧元区对中国经贸

带来的负面影响。

（益楠 整理）

暑期亲子消费催热旅游市场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孩子越大你越会发现，带着孩

子一起出去看看， 对于孩子成长真

的非常重要。” 北京白领刘女士决定

在这个暑假带着五岁的女儿来一趟

北欧之旅。 她告诉记者，今年是自己

“带孩子出去看看” 计划实行的第

二年， 未来每一年她都计划至少与

女儿亲子旅游一趟， 直到女儿十六

岁。

记者了解到， 随着我国居民财

富的不断增加，老百姓对于旅游、教

育、 健康等领域的消费意愿持续增

强， 而像刘女士这样热衷于亲子旅

游、亲子消费的人群也在不断增长。

亲子游升温

随着暑期的来临，亲子旅游成

为暑期旅游市场的主角。 近日，同

程旅游发布 《2015暑期亲子游需

求趋势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

显示，今年暑期亲子游预订量同比

增长近40%。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

年低价战不同，今年暑期亲子旅游

刮起“高端定制风” 。 意大利艺术

之旅，孩子可以在意大利大厨指导

下，自己制作比萨；奥地利音乐之

旅，音乐博物馆为孩子提供一次做

演奏家的机会；还有去非洲看动物

大迁徙等。 为迎接暑假，各旅行社

大打“亲子” 卖点。 除国内常规线

路外， 迪拜水族馆幕后奇幻之旅、

皇家加勒比游轮“海洋水手号” 日

韩之旅等国外游高端“私人定制”

线路大幅增多。

“小朋友喜欢看童话故事，所以

我们今年的目的地选择了北欧五

国，丹麦是孩子最期待的一站。 ” 刘

女士笑嘻嘻的告诉记者。 而记者采

访时还发现， 随着近年来亲子真人

秀节目的热播， 家长带着孩子 “重

走”节目路线，也成为热门的亲子出

游路线。

同程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亲子

游自助游比例达到72.3%，在出游目

的地方面， 国内周边游占比53.9%。

亲子游人群在线预订自助游产品主

要以“酒店+门票” 产品和单纯门票

为主，占比达84.6%。 今年出境亲子

游产品的预订量占比达到了27.8%，

同比增幅达65%，为历年最高水平。

据同程分析，近年来，暑期出境亲子

游保持较快增速， 正在成为拉动整

个出境游市场的中坚力量， 尤其是

以中小学生群体为主的境外游学市

场的持续升温， 进一步拉动暑期出

境亲子游市场的增长。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从目前来

看， 今年暑期亲子旅游的十大热门

国内目的地依次是：北京、九寨沟、

昆明、三亚、厦门、桂林、张家界、西

安、三峡、上海。 亲子出境游十大热

门目的地依次为：泰国、日本、美国、

中国台湾、印尼、中国香港、意大利、

新加坡、新西兰、英国。 拥有海岛和

历史古迹的泰国， 拥有迪士尼和众

多卡通动漫的东京，拥有环球影城、

圣淘沙、动物园和植物园的新加坡，

以及欧洲、 美国等地都是暑期出境

亲子游热点。

互动课程也受捧

而对于另一部分实在无法陪着

孩子亲子出游的家长来说， 在这个

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参加亲子互动、

亲子拓展、培训课程等，也不失为一

个不错的选择。

张先生是一位80后爸爸， 平时

由于工作太忙， 对于自己的五岁儿

子疏于沟通。 “这个暑假，我还是没

有办法带孩子出远门旅游， 所以和

几个家庭报名了一个周末的亲子拓

展活动，希望和孩子更亲近些。 ” 几

位像张先生一样的家长表示， 平时

自己都尽可能给孩子更多物质上的

东西，却疏忽与孩子的沟通。 经过几

次亲子拓展活动， 让孩子学会关爱

父母，而不仅是被父母关爱。 通过亲

子拓展活动和不同的家庭交融，让

孩子学会分享、感受成功与失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我国不

少地方， 亲子国学课也逐渐受到家

长与孩子们追捧。 专家表示，与孩子

一起读读那些积淀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经典，在共同诵读过程中，拉近

彼此的距离，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样的亲子教育方式， 一方面增加

家长和孩子的交流互动， 另一方面

也可以推广亲子国学教育， 让更多

家庭受益。

另外，陪孩子一起看一场话剧、

参加一次烘焙课、共读一本书等，既

花费不高又不减少亲子间互动的乐

趣。 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剧场看一场

话剧， 可以共同感受观众与演员互

动交流的过程， 体会那种触摸心灵

的快乐， 感受戏剧中让人产生共鸣

的亲切感， 会用心思考戏剧故事所

阐述的问题和人生道理， 让自己生

活得更从容、乐观、积极。 不少家长

表示，“跟着剧情走， 会发现戏剧是

可以影响并指导人们如何处理生活

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暑期来临，

戏剧让我们与孩子更多一种休闲选

择， 跟着戏剧中的情节感受喜怒哀

乐，看见不同人的生活情景，就好像

过了另外一种人生。 ”

消费出行需理性

不过，专家也提醒家长们，对于

暑期亲子旅游、亲子消费，既要保量

也要保质，切勿盲目消费。 家长们带

着孩子出行或旅游时， 一定要选择

正规场所并索取相关票据。 另外，目

前一些旅行社推出的各种暑期夏令

营、修学游只是一个噱头，所谓的参

观名校往往走马观花， 修学游对语

言能力提高作用也不大， 家长不应

对此抱过大期望。

记者了解到， 目前国家相关部

门并没有专门针对亲子游产品的标

准可以参考， 旅行社基本都是各自

为战。 携程旅游网营销部高级经理

顿继东表示， 亲子游已成为暑期最

重要的旅游主题和出游群体， 但亲

子游产品在整个市场仍然处于粗放

的初级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市面上亲

子游线路种类繁多， 由于亲子游产

品行程安排上的特殊性， 价格普遍

要比常规团贵。 受暑期出游机票、酒

店等资源价格上涨影响， 亲子产品

报价环比涨幅在10%-25%。 遨游网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亲子产品一般

比常规产品贵15%左右， 成本提升

主要在于对旅游服务者的专业性及

高服务水平要求上， 他们一人常有

多个标签，如旅游专家、儿童心理与

教育专家、家庭亲子教育专家、基础

安全防护员等。

流行

生活类

O2O

让“懒人”足不出户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期北京气温不断升高， 炎炎

夏日的炙烤已让不少 soho （即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家居

办公）一族越来越宅，无论吃饭、购

物都越来越依赖上门服务。 另一方

面， 移动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改造

也拓展至越来越多的领域。 以往电

话叫外卖和服务的方式正转变为通

过手机APP或微信下单。

外卖O2O进入2.0时代

外卖O2O覆盖的品类已越来越

广。 在“饿了么” 和美团外卖中，夜

宵、 下午茶和商超零食正成为近期

热门的消费选项。

而在消费金额方面， 夜宵等垂

直品类外送服务的消费起点金额较

高。 例如拼豆夜宵外卖消费金额满

80元起送， 哈哈镜起送金额在50元

以上， 商超零食的配送门槛一般在

30元以上。 较高消费价格使得这些

服务的消费者， 主要集中于一些高

收入人群。 因此，也吸引越来越多商

家加入其中。

夜宵方面，目前有拼豆夜宵、哈

哈镜等多家主打夜宵的商家， 通过

接入美团外卖等O2O平台提供服

务。 拼豆夜宵主打晚上7点以后的晚

餐及夜宵市场，自建物流配送，自建

中央厨房， 目前支持北京地区，5环

以内控制在下单后40分钟内送餐。

尽管起送金额较高， 但该服务主要

是面向消费能力较强的夜宵刚需群

体。 目前在各个外卖O2O平台上仍

有一定销量。 而哈哈镜则立足于前

期哈哈镜鸭脖等一系列卤制品提供

外送服务， 由于其卤制品普遍口味

偏重偏辣， 消费者下单时往往还会

购买饮料。 因此，客单价也维持在较

高水平。

而近期饿了么宣布和连锁咖啡

COSTA华北地区进行独家战略合

作，首批46家华联COSTA门店已在5

月25日前全部上线饿了么品牌馆。 巨

大的下午茶外卖市场已成为饿了么

下一步拓展的重要业务之一。 有业内

人士指出， 外卖O2O已进入2.0时代，

已逐渐从中餐、晚餐传统外卖形式，升

级为包含下午茶、夜宵、商超零食等一

切与“吃”相关的即时配送服务。

垃圾回收“积分制” 增加黏性

夏季是各种饮料消费的旺季。

喝剩的饮料瓶、 易拉罐几天就能累

计不少，这些空瓶有一定回收价值，

直接扔掉太可惜。 但传统的收废品

方式又有些麻烦， 废品回收的人不

会为几个瓶子专门跑一趟。 如何处

理既能方便又经济呢？

如今在废品回收领域也涌入移

动互联创业力量。近期刘小姐体验了

一个名为“再生活”的垃圾上门回收

服务。 她通过关注微信“再生活”公

众账号，通过输入小区地址发现自己

的小区在上门回收废品服务范围之

内后，便预约了“再生活”回收服务。

被称为“再生侠”的服务人员按照预

约时间上门回收废品。 分类称重后，

服务人员根据相应回收物的价格计

算此次回收金额。 不过，回收废品的

收入并不是以现金结算，而是将金额

打入到刘小姐的个人账户中。账户金

额可以在“再生活” 便利店内消费。

手机下单后，“再生侠” 下次上门时

会将订购商品免费配送上门，并回收

新产生的废品。

目前有偿回收的废品主要集中

于塑料瓶、废纸、易拉罐、有条码包

装袋和废弃电子产品。 而废旧衣物

则是免费回收不定价， 因为回收的

大部分旧衣服都会送到救灾捐赠中

心去， 由主管单位统一调配给有需

要的人。 从收购价格来看，大部分废

品上门收购价格较小区个体收购价

格稍低，但考虑到上门服务的溢价，

刘小姐表示可以接受差价。 而整个

服务中最让刘小姐感兴趣的是，账

户金额可以在“再生活” 便利店购

物消费。“再生活”便利店主要以生

活服务类消费品为主， 主要有洗涤

用品、饮料、食品等多个品类，价格

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且大多数商

品价格比超市还要便宜。 因此，对消

费者有很大吸引力。 同时，“积分

制” 支付方式也使得用户具备较高

黏性。 在积分消费模式下，消费者会

倾向继续使用该款应用回收废品，

从而使整个服务成为循环闭环。

据了解，“再生活” 目前已覆盖

刘家窑、方庄、马连道、西罗园等北

京南城数个区域。 日均接单量在

500单以上， 每天上门回收的废品

已超1吨。 “再生活” 标准化、便利

的服务， 改造了传统废物回收体验

和流程， 降低了用户参与垃圾分

类、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门槛，提

高了用户的参与热情， 加速废品回

收行业实现规模经济的进程和效

率。 或许随着该项服务的不断推

进， 面向百姓前端的废品回收人员

能摆脱传统回收业 “灰头土脸” 的

形象，成为整洁、标准、现代化服务

业的一员。

“悦读改变人生”

读大师传记 境界收益双突破

□ 陆向东

对投资大师创造的财富神话恐

怕没有人看了会不动心的。 从

1975

年至

1991

年， 巴菲特投资的华盛顿

邮报创造出每股收益增长

10

倍的超

级资本盈利能力，当初的

0.11

亿美元

投资竟然创造出

16.87

亿美元盈利；

1980

年， 他又以每股

10.96

美元的单

价买进可口可乐

7%

的股份，至

1985

年，其股票单价翻了

5

倍。 罗杰斯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投资德国股票市

场， 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就获得三倍

利润。 但许多普通投资者在学习甚

至刻意模仿大师的某些投资方法

后， 却对改善自身投资绩效并无显

著效果，其因何在？

笔者非常喜欢阅读有关投资大

师的人物传记，多年下来，对股神巴

菲特、 金融大鳄索罗斯及麦哲伦基

金经理彼得·林奇、全球最大的对冲

基金掌舵人达利欧等大师的投资人

生都进行一番品味， 进而形成如下

几点认识， 也许有助于解开大家心

中的谜团：

生活俭朴， 工作勤奋。 如巴菲

特， 即便已拥有超

300

亿美元财富，

成为举世瞩目的股神， 但还是坚持

自己驾车，不但与奢侈品、高消费绝

缘， 竟领着上门来拜访的客人去肯

德基用午餐。 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

是亲自接听客户电话， 收看电视上

播放的财经信息， 阅读大量报刊杂

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如

此。 彼得·林奇在退休前，只度过两

个长假，其中的一个是去日本，用

5

天时间考察当地公司， 然后去曼谷

考察及观光， 最后用

3

天去英国调

查。 他一年中要走访五六百家公司，

阅读近千份年报。

面对外界诱惑时， 具备超强定

力。

1972

年， 美国股市是一个大牛

市，

50

只著名成长股平均市盈率上

涨到天文数字般的

80

倍。 巴菲特的

股票仓位却不足

16%

，

84%

资金都投

资于债券。 一直等到

1973

年至

1974

年美国股市大萧条时才大举买入股

票。 彼得·林奇更是认为：“要是找不

到你认为有吸引力的公司， 就把钱

存在银行中，直到找到为止。 ”

目光敏锐，能率先发现市场的

重大变化。 如

2007

年，达利欧率先

预计房地产和借贷市场的泡沫将

破灭，一些全球最大的银行可能濒

临破产； 朱利安·罗伯逊曾准确预

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

入牛市，

1992

年后他预见到全球债

券市场的灾难，并于

1993

年率领老

虎基金伙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共

同狙击英镑，大获成功。彼得·林奇

则会留意妻子和女儿的购物习惯，

当发现妻子所购买的 “莱格斯”牌

紧身衣有可能成为一种走俏商品

时，他便当即买入生产这种紧身衣

的汉斯公司。 不久，该公司股票价

格就上涨

6

倍。

拥有自己独到的投资理念和方

法。 彼得·林奇最喜爱的是这样的

公司股票：这类公司不喜欢公开宣

传，对上门求教的研究人员也不善

逢迎， 以致乏人介绍而无人问津，

股价长期牛皮。 其中有不少瑰宝，

一经发现， 不动声色慢慢吸纳，等

到其他基金经理发现一窝峰抢进

时， 股价已翻了几番。 罗伯逊则认

为，如果投资者能以

25

倍的市盈率

购买一只股票，并有信心这家公司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保持

20%

以上

的增长， 这样的公司相比于只有

7

倍市盈率但未来增速可能只有

3%-

5%

的公司更有价值，投资者应该综

合公司市盈率和增长前景来判断能

否赚钱。

及时而坚决地纠正错误。 索罗

斯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我有

认错的勇气。 我的成功不是来自于

猜测正确，而是来自于承认错误。 ”

如索罗斯曾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与一

名交易商讨论当时的股票市场。 该

交易商发现索罗斯对市场前景看法

十分悲观， 且用非常有说服力的理

论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于是他果断

放弃了自己的原有观点， 按照索罗

斯的说法大举做空。 结果不久事实

证明他完全错了，市场非常火爆。 两

年后， 他再次遇到索罗斯并提起两

人间的那次谈话， 索罗斯的回答不

禁令他再度瞠目结舌：“我记得很清

楚。 正是你的观点促使我改变了想

法，反手做多，大赚了一笔。 ”

大师们拥有的专业知识、 实践

经验及所处的市场环境与你我自然

不尽相同。 但由于人类固有的基本

特征并未发生改变， 所以多读读有

关投资大师传记， 从其丰富多彩的

投资人生中系统汲取养分， 对于确

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培养投资前注

重调查研究，不盲目从众，坚决纠正

错误等好习惯有利， 进而有助于提

升自身投资绩效。

漫画，赵天奇

漫画/赵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