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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过节 只出不进为宜

市场提前预演假期综合征 因为马上即将迎来中

秋和国庆双节假期， 市场已开始提早预热假期综合征，

资金离场过节氛围还是会对当前市场产生比较严重影

响。 特别是在市场表现羸弱不堪局面下，这种效应更是

会引发市场产生强烈波动。

尽管管理层还是一如既往地释放利好消息，但不论

是国企改革还是稳增长， 目前在市场上都难以形成板块

效应，这也是大盘近期表现低迷的主要原因。市场要想打

进攻战， 还是需要有板块带动， 这样有利于做多资金聚

集，同时赚钱效应也将会对场外资金产生较强吸引力。

综合分析来看，市场短线虽会经历资金抽离之痛，但

技术面上看，目前依旧处于日线图底背离结构中，市场下

挡支撑强劲，就算是因为假期综合征导致市场没有太强进

攻力，但也不会有太大杀跌动能。最重要的是，不排除主力

借长假因素刻意做多行情， 让出局资金在10月陷入踏空

追高的节奏中，所以当前无需过于担忧和恐慌，手中如果

持有的是超跌股，且还没有表现的品种，可放心大胆持有；

如果已是获利的强势品种，一旦发现势头受阻，可高抛止

盈操作，之后继续逢低布局超跌类个股即可。（欧阳看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f6c6b20102vqx6.html

）

期待节后行情重启 本周大盘小幅上涨，基本已消

化之前外盘调整的恐慌气氛。 另外，最近几个交易日资

金面表现得还算不错， 始终没有出现大幅净流出走势。

虽量能小了一点， 但也说明多空现在参与都不积极，最

起码说明空方没有砸盘。另外，也没有什么重大利空，如

果有，主力就会在节前出现疯狂出局表现，所以目前盘

面风险并不大。

考虑到本周收盘后，就适逢中秋节，下周只有3

个交易日，而后又逢国庆节，在之前该出局的资金早

已出局，所以节后行情完全可以期待，十一后大盘有

望重新启动行情。 （拾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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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49DC600E912CA3DE8.html

）

小心空头诱多反手杀跌 大盘此时需要热点激活

人气，更需要放量中大阳线来改变盘整趋势。 在高层不

断释放利好背景下，股市暂且企稳，但并没有改变下跌

趋势的命运。 有利好股市不一定会大涨，反而如果没有

一个好的趋势，大盘要想持续走高也会受到抑制。

对于市场，个人持乐观中带谨慎态度，仅小仓位参

与，主要受到当前趋势和外围走势，以及全球经济低迷

影响，但大盘依然是高抛的好时机。作为趋势投资者，就

是用这种交易策略在股市大跌中生存下来的。 目前，外

围大跌趋势已很明显， 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大趋势已走

熊，A股要想走出独立行情恐怕有点难度。 近期依然是

在收敛三角形中运行，方向选择一触即发，而中小创指

数经过短期大幅反弹，已到压力位，各大指标已形成超

买， 再度上行将明显受到上方套牢盘打压及获利抛盘。

所以近期依然是高抛而不是持续加仓。 （K线狙击手

ttp://blog.sina.com.cn/s/blog_ec1265b10102vshb.html

）

国企混改盛宴开席 尽管看起来股指还没有走出

盘整区域，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近几日个股表现

已很活跃，也就是说至少目前已可以忽略指数，重点关

注个股的投资机会。 现在要关注的是国企混改投资，且

盛宴已开席，只要投资者还在市场中，都可以随时入席

寻找属于自己的座位，当然若现在犹豫不决，最后才进

来，则注定会被留住埋单。

因为市场上国企概念股票很多， 对一些投资

者来说，寻找投资标的时会有一定难度，但不妨跟

随市场热点主题。 首先，军工混改最为可靠，且已

率先启动， 坚信这是一块含金量最高的金矿。 其

次，投资者可以从一些行业入手去分析，国家在哪

些领域会增加投资力度， 哪些领域就会欢迎社会

和民间资本的进入。 （邦尼解读

http : / /blog .sina .

com.cn/s /blog_4184ca780102vzge .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田鸿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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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不加息

@股海藏峰：金融市场一直受央行政策推动，但现

在局势变成市场左右美联储。 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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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不加息很大原

因是担忧会扰乱金融市场，只有当市场需要时，美联储

才会开始加息。

@钱阳：人民汇率短期有贬值倾向，美联储加息预

期仍在，这会导致短期资本流出。且中美货币政策处于不

同的经济周期。人民币中长期仍是强势货币，中国潜在经

济增速依然高于美国和世界潜在经济增速。 长期资本净

流入中国的局面，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在美国加息停止

后，中美货币政策差异和经济周期差异将会缩小。

房价

@超哥看市：有人谈到，负利率时代的到来可能再

次推高房价上涨。 但我不这么看，此次负利率现象是一

种调控手段而非调控结果。 相反，中国经济并未全面复

苏，存在进入通缩的滞涨陷阱。因此，房地产并不会成为

低于通胀的配置标的， 短期上涨的推论缺少基础支撑。

未来房地产市场可以用两个词语概括，即分化与白银。

@金年磊月：今年是名副其实的“政策年”，对购房

者来说也是“惠利年”。 降低首付比例、公积金贷款额度

提升等一系列“利好”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者购买力，

楼市回暖局势明显。不过，未来三、四线城市依然需要鼓

励性政策，刺激需求积极入市。

PMI

� � � �@陈瑾祺：虽政策暖风频吹，但本周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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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财

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低于预期，说明制

造业结构转型仍在进行，短期难看到成果。 而市场中表

现优异的个股仍有走出连续涨停的， 在强大示范效应

下， 一些摆脱底部涨上来的创业板个股走势也相当活

跃，为短线提供较好逢低做多机会。

@老中：经济内生动力依旧不足，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未来仍需更有力度的稳增长政策出台。 经济的有效

需求较低和银行控制风险的意愿较强，决定从货币政策

到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不通畅， 需结构性政策来疏导。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仍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未来

有可能继续降息降准。（益楠 整理）

农村电商 进出之间的商机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秋风起，蟹脚痒，又适逢中秋、

国庆双节， 阳澄湖大闸蟹正通过电

商平台走向大众消费的餐桌。 据大

闸蟹经销商介绍， 大闸蟹销售正在

全面拥抱互联网、生鲜电商等平台，

而传统的实体店销售则 “每况愈

下” 。“很简单，现在电子商务、生鲜

快递等这么发达， 消费者用电商购

买方便，我们通过电商销售和发货、

送货也方便。 ”经销商叶先生称。

近日， 商务部等19部门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农村

电商发展提到 “创新商业模式、完

善农村现代市场体系、 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

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统筹城乡发

展、改善民生” 等高度上来。 农村电

商正成为物资进出广大农村的重要

途径， 在农产品等通过电商外销的

同时， 新型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网

络等也正在挖掘农村的巨大消费潜

力。 农村电商为物资进出农村创建

的渠道正在焕发出勃勃商机。

农村电商蓝图

“争取到2020年，在全国培育

一批具有典型带动作用的农村电

子商务示范县。 电子商务在降低农

村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

和农民收入、 推进新型城镇化、增

加农村就业、带动扶贫开发等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农村流通现代化水

平显著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健

康快速发展。”这是《意见》提出的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农村电

子商务快速发展，农村商业模式不

断创新，服务内容不断丰富，电子

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9月20日，京东

第1000家“京东帮” 服务店在贵州

省遵义市开业，标志着京东提前近

10个月完成2015年年初制定的农

村电商全年发展计划。 据介绍，京

东在近10个月时间中， 已建设近

600家县级服务中心开业， 招募乡

村推广员近10万人，1000家“京东

帮” 服务店投入运营，且其服务范

围覆盖近30万个行政村。 京东农村

电商提供涵盖“工业品下乡” 、“农

产品进城” 、 农资电商和农村金融

等范畴电商服务。 电商巨头们在农

村电商领域正在大手笔投入。

但《意见》同样指出，总体上，

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起步

阶段，存在着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

物流配送等基础设施滞后、 发展环

境不完善和人才缺乏等问题。对此，

《意见》提出支持电商、物流、商贸、

金融等各类资本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培育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企业；鼓

励农民依托电子商务进行创业；加

强农村宽带、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物流配送能力； 搭建多层

次发展平台；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

强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 规范农村

电子商务市场秩序； 开展示范宣传

和推广等10项措施。

“农村电子商务， 在用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好处。在平台上，

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可以找

到你，拓宽你的销售范围。 另外，借

助支付宝等支付工具， 在资金等方

面也有保障。 ” 叶先生介绍称。

优质农产品“通衢”

“每次回趟农村老家， 就发现

家里的蔬菜、粮食、水果、蛋类、河

鲜等都新鲜、优质。 以前的模式是

回一趟老家，大包小包往城市背回

一些东西， 后来觉得拿着不方便，

买了车之后就是大件大件地运回

城里，都被村里人笑话说是回老家

‘抢劫’来了。 ” 住在杭州的章先生

介绍称。 章先生老家在离杭州不远

的太湖平原的一个农村。 “好东西

多、东西新鲜。 ” 说起家里的物产，

章先生仍是憧憬无限。

同样的憧憬在汇集天南海北人

群的上海，则是更加明显，每个人在

聊及家乡的特产和美味时， 都显示

出同样的怀念表情。“但家乡太远，

想吃的时令水果、 农产品等又不能

长期保存， 所以很多时候都只能想

想而已。 ” 白领金小姐感叹。

但借助农村电商的创新力量，

此前遥不可及的农村特产、时令果

蔬等，正在变得可以触及。 阿里巴

巴此前宣布启动千县万村计划，将

在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 以推

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阿里农村电

商的工作重心包括在县村建立运

营体系，加强物流；培养买家卖家

和服务商，培养人才；创新农村代

购服务、农村金融和农资电商O2O

等；帮助农民提供收入、增加就业

和实现新型城镇化等。 另外，顺丰

等物流企业正在农产品的流通环

节加速、创新。 据悉，顺丰进一步扩

大其网点布局，做到与农产品企业

直接对勾， 把快递车开到田里，开

到大棚里，刚摘的农产品就立刻被

运走，减少中间环节，保证农产品

的新鲜性。 顺丰速运也在多地建造

具有特色的顺丰仓库保存农产品，

减少由于时间上造成的口感差异，

将最好的口感留给消费者。

“发展农村电商，一个是电商平

台的建立，现在的模式是多依靠原有

的电商巨头平台，如阿里巴巴、京东、

1号店等； 另一个则是物流渠道的搭

建，部分农产品的外运、分销可以依

靠电商巨头们自己的物流渠道。 另

外，顺丰等专业化物流企业特别是在

生鲜物流、冷链运输等领域有专业优

势的企业需要与农村的需求加以结

合。 ”电商行业人士认为。

以叶先生大闸蟹生意为例，在

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林先生在

淘宝开了自己的网店，直接销售产品

和蟹券， 而其最终的发货则是尽量

快，以保证产品的新鲜度，大多是直

接从养殖基地用顺丰快递发货。“大

闸蟹这种产品单位的价格高，如果长

时间运输容易死，不做好充分的保护

措施，那么短途运输死亡率也可能很

高，所以从货源就要保证新鲜，物流

则要既快又要好。 ”叶先生介绍。

需打开农村消费入口

农村电商在助力农产品销售等

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就像《意

见》指出的那样，农村电商同样需

要打开农村消费入口， 挖掘农村消

费潜力。《意见》提出，适应农村产

业组织变化趋势，充分利用“万村

千乡” 、信息进村入户、交通、邮政、

供销合作社和商贸企业等现有农村

渠道资源， 与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优

势互补，加强服务资源整合。

在农村电商搭建农村渠道网

络助力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民脱贫

致富等同时，这个网络还肩负着将

日用消费品、家电电器等工业产品

向农村流动的使命。 而这一块，区

域发展不平衡性很强。 电商行业流

行的“江浙沪包邮” 正从江浙沪城

市逐步向村一级农村扩展。 而与此

同时，在不少偏远地区，乡一级区

域等仍没有充分的电商网络覆盖。

据浙江省商务厅的信息显示，

该省农村电商已形成遍布县、 镇、村

的网络服务体系，农村网络消费比重

正在迅速提升， 全省已建成4491个

服务点和30个县级服务中心， 为农

村提供信息、交易、结算、运输等全程

电子商务服务。而在部分西南和西北

县级区域，现代的电商和物流网络覆

盖相对薄弱，一些地区的物资递送还

主要依靠邮政等基础性流通网络。

但这样的情况正在多方努力

下逐步改变。 据悉，宁夏青铜峡市

是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千县万村”

项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第一个

试点。 今年5月，青铜峡市农村淘宝

服务中心已正式开业。 抢滩三四线

城市，向县城、农村“下沉” 等，已

成为电商争夺的焦点。

亲近自然正当时

露营公园渐走俏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早晨被小鸟叫醒，走出帐篷，

太阳打在脸上，一派生机盎然的景

象，一个星期的疲惫瞬间不见了踪

影。 ”驴友周莉说。

在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中，亲近

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露营公园、甚至

豪华露营等，既可以让人体验自然，又

可以提供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给

现代人带来了难得的休闲机会。

露营公园逐渐走俏

周莉是一位金融业白领，9月

的一个周末，她和几位同事自驾到

城郊的一个露营公园，度过了亲近

自然的两天。

一到公园，他们就开始搭帐篷。

大家齐心协力， 四顶彩色帐篷就搭

好了。此时再把充气床垫打满气，一

个个温馨的“小家”就建好了。“忙

碌了一个星期，出门玩两天，换换环

境，能够更快恢复状态。而比起出远

门住酒店， 到户外露营能享受更彻

底的自在和放松， 是有别于平时生

活的全新体验。 ”周莉说。

周莉告诉记者，最有趣的是大

家一起烧烤。 那天下午，一行人支

起烧烤架， 有的动手洗菜切肉，有

的把切好的食材串成串， 有的生

火，有的烧烤，没过多久，香味就飘

散开，大家边玩边吃，十分惬意。

太阳落山后，由于没有城市灯

光的干扰，天空中繁星闪闪，“在现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这样对着星空

发呆的时刻非常难得。 ”

露营亲近自然，是一种经典休

闲度假方式，户外露营者一般徒步

或驾驶车辆到达户外露营地点，通

常在山谷、湖畔、海边，户外露营者

可以生篝火、烧烤、野炊或游戏。

提及露营， 很多人担心户外不够

安全，或缺少洁净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

等，因此望而却步。最近，露营公园逐渐

走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据周莉介绍，他们去的露营公

园， 每个帐篷位都用木头搭起来，

高出地面， 可以较好地防水防潮。

此外，露营区还有电源、温水和洗

手间，十分方便。 不仅如此，包括帐

篷、垫子等物品，如果自己不想买，

也可以到了之后再跟他们租。

“有些常来露营区的驴友，一

家人带着锅碗瓢盆等工具前来，其

乐融融，他们的帐篷还分客厅和卧

室呢！ 而有些驴友，直接开着房车

过来，相当专业！ ”周莉说。

豪华露营魅力闪现

据介绍，随着现代人对户外生

活兴趣的逐渐提升，除普通户外露

营和去露营公园之外，现在豪华露

营也逐渐流行。

“豪华露营”（Glamping）由

单词“露营”（camping）和形容

词 “有 魅 力 、 吸 引 人 ”

（glamorous）组合而成，最早出

现在美国和英国。 通常情况下，提

供豪华露营场所的经营者把露营

地设在有山有水、有树有风景的地

点，事先建好帐篷，摆好舒适的床，

甚至铺上地毯， 配备烤炉和炊具

等， 露营者几乎不用自带任何物

品，像住酒店一样方便。

据媒体报道， 豪华露营源于一

些富有的冒险家， 他们既想探索世

界，却不愿舍弃舒适的生活设施。 发

展到今天，在大帐篷中，豪华家具、周

到的服务和各地美食已不足为奇。

不仅如此，豪华露营地经营者

通常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会利用太

阳能提供照明和热水，且多数设有

废弃物回收装置，一些营地甚至配

有风力发动机和加热床垫等。

例如，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

处繁华地段，休斯顿酒店为住客们

开辟了一处喧嚣中的桃源：18亩大

的酒店内到处都是高树繁花，让人

仿若置身田园。 无独有偶，休斯顿

酒店还瞄准孩子们好奇的天性，为

想体验露营的小朋友们提供室内

帐篷，帐篷内会有浣熊玩偶、睡袋、

灯，篷顶还有夜光星星装饰。 来到

这里，就仿佛进入世外桃源。

专业人士指出，喜爱露营的驴

友们还是有不少注意事项应该关

注。 例如，需要根据露营的地方、季

节、人数，带好所需的装备，最基本

包括帐篷、防潮垫、睡袋等。 在雨季

或多雨地区， 特别是长时间的穿

越，如防水准备不充分，整个活动

会遇到极大麻烦。 因此，在出行前

要对活动地区的气候做些了解，并

做好相应准备。

“只有用心准备， 才能享受难

得的亲近自然时光。 ”周莉说。

跑步热席卷各大城市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以往生僻冷门的马拉松运动，

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城中最炙手可

热的运动。 前不久结束的北京马拉

松，在报名阶段因人数众多，而首

次采用摇号方式确定部分参赛资

格。 据报道，中签率只有14.2%。

马拉松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

的项目，最近的火热也从侧面反映

出，已有越来越多城市中青年人加

入到日常跑步队伍中。 不少人士认

为，生活水平提升、新富阶层及社

交媒体的示范效应，都助推了跑步

热潮。 此外，由于跑步热的兴起，相

关产业链的市场机会已浮现。

社交媒体催热跑步风

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跑

步热的主要动因。 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升，中产及新富阶层已基本解决

生存问题，提升生活质量和身体素

质成为他们的主要诉求。 而另一方

面， 因生活水平提升和工作压力，

不少人都面临肥胖、亚健康等一系

列健康问题，跑步尤其是长距离慢

跑对解决上述健康问题有一定帮

助。 同时，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耐力

运动中大脑会分泌内啡肽类物质，

帮助身体缓解疲劳感，同时产生愉

悦感。 因此很多人成为资深跑友。

长期科学锻炼带来形象上的

提升， 也是跑步吸引人的一大原

因。 在外企从事信息系统管理工作

的林先生， 是记者的一位多年好

友。 出差多、应酬多加之生活富足，

林先生早早就有了啤酒肚，还伴随

着轻度脂肪肝等健康问题，如何不

再长胖一直是林先生最关注的问

题。 在开始长跑之前，林先生主要

通过少吃来控制体重，但效果并不

明显且内心备受煎熬。 经过一段时

间长跑后，林先生瘦身成功，体型

和精神状态也发生较大变化。 在拥

有更加健康的体型后，一向爱美的

林先生，甚至开始尝试一些此前因

为肥胖不敢尝试的发型和胡须造

型， 整个形象有了翻天覆地的提

升， 从啤酒肚男一举变身潮男，因

此也成为朋友圈内的励志传奇。

除去上述原因，真正将跑步推

至全民参与高度的还是社交媒体

和智能硬件。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任

职总监的王先生，每天都会在朋友

圈分享每日跑步路线。 在记者朋友

圈中，像王先生的“分享族” 并非

少数。 持续分享跑步记录，传播一

个有趣、自律、阳光的形象。 这种重

要的信息分享，让跑步成为一件新

的话题谈资，一种可以共享的社会

资源，一种新的精神提升催化剂和

一种更多元的娱乐方式。

此外， 明星尤其是女性明星，

在社交传媒上的亲身示范对大众

健身带动作用明显。 此前女星袁姗

姗在其微博账号上晒出自己的“马

甲线” ，引来大批网友围观和赞叹。

健康自信的形象对于袁姗姗重新

塑造公众形象作用明显，不少网友

也因此加入到锻炼大军中。 除袁姗

姗，刘涛、王珞丹等不少明星均在

其微博上展示过自己的健身照片。

产业链商机浮现

尽管跑步是丰俭由人的运动，

然而一旦成为跑友一族， 各种装备

自是必不可少。一般而言，专业跑友

的装备从遮阳帽、运动耳机、眼镜、

速干衣、心率计、智能手环、压缩袜、

背包、水壶、腰包、运动鞋不等。

记者从体育用品专柜了解到，

跑步相关运动产品一直处于热销

状态。 除跑鞋外，速干衣、运动内

衣、压缩裤、荧光条、臂绑等周边产

品销量均有大幅度提升，消费者从

十几岁学生到五十岁中年人都有，

并非年轻人专利。

淘宝指数官网数据显示，跑步

专业装备“压缩衣” 的搜索指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34.8%。

有了一定跑步基础，自然想去

马拉松上崭露风采。 因此，近年来

马拉松所代表的跑步运动体现出

参赛热情高、举办区域广、行业范

围大及参赛人数多的健康、持续发

展态势。 在竞赛日程上，跑步比赛

贯穿全年。 除知名度高、历史悠久

且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地举办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之

外。 国内不少二三线城市也开始纷

纷推出自己的马拉松赛，且均为国

际赛事。 而其他项目的跑步赛事也

是层出不穷。 各项跑步比赛的推出

势必将进一步推升跑步热潮。

时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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