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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围棋棋暑暑假假训训练练营营快快乐乐开开营营
想让孩子过一个有趣好玩的暑假吗，快来体验围棋的乐趣吧

暑假期间，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和丹朱围棋联合开设暑假
围棋训练营，围棋训练营以快乐
围棋为主题，在提高同学们棋艺

的同时，注重小棋手们情商的培
养，我们的宗旨：弈之旨，当自
强；爱人生，得修养。

提出“下围棋，有方向，启智

慧，塑情商”的教学理念，采用多
方面的趣味教学，加入了暑假电
影院、户外活动、公益活动、情商
训练、魔方教学等孩子们喜闻乐

见的内容，让学围棋的小朋友度
过一个轻松活泼、生动有趣的暑
假。来吧，我们在等你哟。咨询电
话：6619860 13854544777

围围棋棋让让我我改改变变
从2002年成立华鑫大众

棋院至今，棋院获得了三十三
个山东省冠军，无数次的烟台
市冠军，直到王爽获得山东省
第一个女子职业棋手殊荣、乔
智健获得世界业余围棋冠军，
棋院荣誉达到了巅峰。

我一直在思考，棋院在
获得如此荣誉的情况下，很
多没有达到某种高度的学生
也流失了，他们放弃了曾经
让他们喜欢的围棋，他们一
样的聪明可爱，没有成为冠
军是因为投入的时间并不
多，围棋不是他们的全部。

一场比赛下来，那些排
名后面的孩子，很多人要放
弃围棋了，这是竞技围棋的
瓶颈。我进一步思考，能不能
有一种围棋，让孩子快乐地
学习，不会再为比赛成绩而
放弃他们的爱好。

我创办了烟台丹朱围
棋，通过丹朱围棋的快乐教
学法，让每一个学围棋的孩
子充分地感受到围棋的魅
力，围棋不再仅仅是《死活
一千题》《发阳论》等，而是
有历史知识的编年史围棋
故事、有兵法知识的围棋三

十六计、有国学知识的围棋
弟子规等等，围棋的偶像不
仅仅是聂卫平、李昌镐，也
有金庸、马云、常振明等爱
好围棋的各界成功人士。

丹朱围棋的比赛，不再是
竞技围棋一天六盘残酷的积
分编排，而是加入了各种历
史、国学、棋道和竞技围棋
结合的考试。能赢多少盘棋
不是荣誉的唯一，通过丹朱
围棋，启智慧、塑情商、通兵
法、晓历史、明国学、交睿友
的孩子、学习围棋弟子规，
对父母、老师、同学，尊敬爱
护，有团队合作精神的孩子、
积极向上，多才多艺的孩子，
才是丹朱围棋真正的佼佼者。

我们提出了：“学习围棋，
让我们头脑更聪明，行为更优
雅。”我们将儿童成长元素注
入我们的教学中去，在这里，
孩子首先得到的是尊重、快
乐、关爱、和睦。我认为，快乐
成长，是儿童最该拥有的生
活……

“围棋让我改变”，我们教
会孩子下围棋，更希望看到他
们由此增强面对明天的能力！

张鹏

微信 丹朱围棋：danzhu6666

纹枰论道

在丹朱围棋夏令营里，小朋友正在下围棋。

过关斩将(第二轮第3关)

有奖征答活动：每过一关，除
奖品外，累积10分，连闯五关的围棋
爱好者，嘉奖价值180元的“丹朱围
棋教学对弈平台卡”，一起来吧。

第四关
黑先，如何下？
将答案图发送到：丹朱围棋

微信公众平台“danzhu6666”即可。
请上期将正确答案发到微信

公众平台“danzhu6666”的围棋爱
好者，去《齐鲁晚报》丹朱围棋训
练营领奖。 【过关斩将】第二轮第3关答案图 【过关斩将】第二轮第4关图

股股市市暴暴涨涨暴暴跌跌，，股股民民操操作作变变谨谨慎慎
分析师建议：大盘还未企稳，最好半仓以下操作，高抛低吸

空头彻底破位

黄金踏上漫漫寻底征程

刘宇翔，国家注册高级黄金投资分析
师，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员

上周的美国楼市数据、初请失业
金人数、谘商会领先指标以及Markit

制造业PMI都表现良好，美元涨势消
褪并回落，由于并没有重要的基本面
事件和经济数据公布，这让此前因美
联储升息预期而大幅上涨的美元看
多情绪得到暂时喘息，加之夏季市场
行情交投清淡，放大了市场调整的力
度，导致美元指数走软。本周市场又
迎来美联储决议以及众多欧美经济
数据的考验，而美联储加息仍然是近
来市场重点关注的焦点。

金价上周一短时间内快速跌破
前期低点1131美元，虽周五有些许反
弹，但仅仅是小时线级别的三连推走
势，不干扰整体大走势，且给了我们
更好的入场点位，预计本周价格略微
反弹后继续延续跌势，波动区间1120
-1050。
操作建议：

实物黄金：金商本周对冲点放在
1120附近。大量囤货可以慢慢建仓，首
饰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择机
进行购买，现在所处位置相对较低。

纸黄金：之前的1-2成多单，可作
为底仓，长期持有。空单可于1120附近
再次入场。黄金积存：黄金积存仍旧
执行每跌5元，加仓一次。不跌，不买。

黄金(T+D)：之前中期的空单获
利了结一半。另外一半空头继续持
有，并可在1120附近将坚持的空单接
回，继续持有，重要支撑关注1150。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
园园 ) “撤退了，找机会再买
吧。”再次经历股市暴跌，对于
股民来说尤为谨慎，28日股市
刚一开盘，不少股民就清空或
减仓手里的股票。烟台证券公
司人士也建议，在股市不稳定
期间，建议做好波段操作，维持
半仓左右，做高抛低吸。

“现在办公室炒股的人基
本都被套着，有的同事因为炒
股在闹离婚，都不怎么讨论股
市了。”“80后”股民小林告诉记
者，今年年初跟着同事进入股
市，考虑到有风险就投了2万块
钱，上半年行情好的时候，收益
翻了一番。“当时办公室炒股的

同事没有不赚的，但却没有预
计到后市的风险。”6月下旬股
市迎来大跌，小林和同事都没
能跑出来，“太贪婪了，以为大
牛市来了，赚的钱也赔进去了，
投入的成本也只剩下1万多块
钱。”经过此轮大跌，小林就再
也没动他的账户，每天只是打
开交易软件，看看上面的数字，
亏损有没有减少。“看到反弹，
也不敢下手操作了，除了担心
再被套进去外，家里人也极力
反对炒股了。”27日股市再次迎
来暴跌，2 8日沪指依然下跌
1 . 68%。不过对小林来说，已经
没有意义了，他只是期待着，当
初投进去的2万块钱能回本。他

还劝周边的朋友，不要进股市。
不过，对于同样为“80后”的

股民小刘来说，再次经历大跌，
她变得比之前更加冷静。上一轮
大跌没能跑出去，给了小刘一个
教训，反弹后低位补仓，降低了
成本，持有的两只股票，一支亏
损几百块钱，一只已经微盈利。

“感觉股市连续反弹一周后会有
个回调，以为是个小幅回调，没
想到27日这天跌幅这么大。”小
刘因为有事耽搁，错过了27日的
卖出机会，28日一大早她清空了
手里的股票。通过高抛低吸，小
刘目前虽然还没盈利，不过损失
缩小了一大半。

“偷偷告诉你，今天我抄了

下底。”小刘告诉记者，不过她
还是有些担心，只买了一点点，
锻炼下炒股的感觉。

28日，股市低开后跳水，不
过在银行、券商股带动下，指数
上 涨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3663 . 00点，跌幅1 . 68%。面对跌
宕起伏的股市行情，该如何操
作呢？烟台某证券公司人士认
为，既然进了股市，不管涨跌都
应该积极应对。对于股民来说，
要设置好个人的盈利和止损
率。在目前暴跌暴涨的异常走
势下，大盘还未企稳，未来一段
时间，建议股民半仓以下操作，
高抛低吸，降低成本，也规避暴
跌带来的风险。

28日晚间，正海磁材发
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上海
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于2015年7月28日与卧龙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澳
特彼电机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了《关于设立浙江卧龙大郡
新能源电机有限公司的合资
协议》。根据该协议，卧龙电
气、绍兴澳特彼以及上海大
郡拟共同出资人民币2000万
元设立浙江卧龙大郡新能源
电机有限公司，其中卧龙电
气以货币出资人民币600万
元，占注册资本30%；绍兴澳
特彼以货币出资人民币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40%；上海
大郡以货币出资人民币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30%。
公告称，本次对外投资将

快速提升上海大郡在新能源
汽车电机制造上的核心竞争
力，有利于上海大郡的市场开
拓并提升行业地位，为公司的
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公司
与卧龙电气通过资本纽带打
造“强强联合”模式，优势互
补、效益叠加，是实现发展战
略的理想途径。本次对外投资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渤海轮渡发布公告称，
为便于公司运营管理，经公
司与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和
洪承斗(韩国HANARO海运
(株)会长)协商，同意对三方
股东原持有的香港渤海国际
轮渡有限公司股权比例进行
变更，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
渤海轮渡出资510万美元，占
注册资本51%；烟台港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390万美元，占注
册资本39%；洪承斗出资100万
美元，占注册资本10%。香港渤
海国际轮渡有限公司成为渤
海轮渡的控股子公司。该公
司注册成立后，建造中韩国

际运输客箱船，由香港渤海
国际轮渡有限公司作为船东
融资造船，向境外银行采用
内保外贷方式，申请不超过
40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

公告指出，拟由渤海轮渡
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渤海国
际轮渡有限公司上述贷款提
供全额担保。为降低贷款偿还
风险，由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贷款额39%的比例承担担
保责任，向公司提供担保；洪
承斗按照10%的比例承担担保
责任，将其持有的香港渤海国
际轮渡有限公司10%的股权抵
押给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区/

正海磁材

布局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领域

渤海轮渡

控股香港渤海国际邮轮有限公司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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