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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网站欲申请破产

烟烟台台比比特特币币玩玩家家紧紧急急清清仓仓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李

娜 ) 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
网站Mt.Gox，濒临破产的传闻
令让整个比特币世界风声鹤
唳。有比特币玩家紧急清仓，有
重仓在里面的玩家现在觉也睡
不好。

“玩比特币玩得就是心跳，
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没错。最
早进去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
接近7000元，到春节的时候由
5000多元跌到3200多元。”记者

通过当地一投资QQ群联系到
烟台一位玩家陈先生，他如是
说。陈先生是2013年圣诞节开
始接触比特币的，在朋友的介
绍下，寻找到了火币网交易平
台，在这个交易网上可以做多
也可以做空。

最早进去玩，陈先生很快
就亏损了30%的资金。“有段时
间差点没坚持住，因为我已经
接近爆仓了。”陈先生回忆当时
的情形时说，紧张又刺激压力

非常的大。后来陈先生开始做
空，大赚了一把。“差不多一个
小时的时间出现暴跌，我赚了
76%。感觉很爽。”

在众多玩家的追逐下，比
特币超乎想象地超越了黄金的
价值，这个非货币的暴涨暴跌
挑战着玩家的神经。就在25日
比特币从3600元跌至3050元，跌
幅高达13%；26日当天截至晚上
7点，当天最高价3627元最低跌
到了3227元。

交易网站Mt.Gox不管是被黑客
攻击，还是存在严重技术故障，玩家
们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最近一
段时间晚上都睡不好觉，我一般会
在电脑上设置一个预警，预警一响，
马上行动。”陈先生说，风险比之前
更大了。这段时间他的盈利情况在
不断下降，为了止损，26日下午他果
断清仓。“有的朋友已经爆仓了，风

险太大，还是避开好。”
2013年，在比特币爆涨暴跌的

情况下，本报曾对比特币的重大风
险做过预警。“投资比特币就是一种
投机，不能正确了解比特币的真正
意义，抱着投机心态去赌比特币升
值，有可能血本无归。”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
济学家向松祚曾这样评价比特币。

专家认为炒比特币可能血本无归

头条延伸

遭遭减减持持后后恒恒邦邦股股份份股股价价反反涨涨
受益黄金概念股走强，但机构仍不建议长期持有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姜
宁 ) 2 5 日 晚 间 ，恒 邦 股 份
(002237)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
东恒邦集团减持公司股票1600

万股。虽然面对如此大的利空消
息，但是恒邦股份在26日股市开
盘后股价却一路飙升，当天暴涨
7 . 68%。

在25日晚间，恒邦股份突然
发布公告，公司的持股股东恒邦
集团宣布减持占比约为3 . 51%的
1600万股股票，此公告一出，马
上引起了该股股民的恐慌心情。

“恒邦股份股价暴涨的主要
原因还是黄金概念股的热炒带
动作用，在26日像山东黄金这些
黄金概念股都已涨停了。”南大
街一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陈经
理介绍。

“国际金价的变动只是一方
面原因，而此次包括恒邦股份在
内的黄金概念股暴涨主要源于
两方面原因，首先这几天楼市崩
盘的消息一直缭绕在市民耳边，
虽然楼价看似不能真正崩盘，但
是政府很可能由此来调节高房
价，市民投资楼市的资金可能会
因此贬值，这样一来黄金作为紧
急避险工具的价值就显现了出
来；其次来讲，最近A股市场连
跌几日，并且缺乏一个合适的资
金投向，而黄金价格的适时大涨
也刺激着相关概念股被机构所
青睐。”工人文化宫附近另外一
家证券公司分析师说。

虽然当日黄金概念股暴涨，
但是业内分析师并不建议股民
长期持有此板块的股票。“现在
黄金股仍然处于超跌位置，很多
黄金股价都折了一半以上，而且
在今年中期美国政府的一系列
量化货币政策也会造成黄金价
格的再次跌价。”陈经理说。

太太实实惠惠了了！！9966元元畅畅游游5555家家景景区区
实惠“洗肺游”，老外都来抢着买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代
曼) 花96元就将省内森林公园

“一网打尽”，2014山东森林旅游
年票开售后，有不少读者打来电
话预订，还吸引来了想畅游山东
的老外。

“用护照能办理年票吗？”26

日，读者张先生打来电话称，想
给几个外国朋友订几套森林旅
游年票。据张先生介绍，有几个
外国朋友来到烟台后，一直想到
山东各地转转，看到本报发售森
林旅游年票的消息后，张先生第
一时间和外国朋友分享，虽然受
条件限制，没办法使用护照购
买，但张先生的外国朋友们表
示，有机会还是要到这55个景区
玩一圈。

刚刚返校开学的大学生也
成了森林年票的粉丝，26日，山
东工商学院大一学生李彤打来
电话预定年票，“我们宿舍6个人

的都要买，能不能优惠点。”老家
是河北的李彤说，因为求学她第
一次来到山东，很多地方都没去
过，买了年票后想趁着节假日出
去看看。

2014年山东森林旅游年票，
精选了省内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自然保护区等各类自然生态
景区55家 ,其中包括蒙山、昆嵛
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17家。森林
旅游年票内容丰富,价格却相当
实惠。只需96元，而55个景区门
票单独购买却要2656元，折合下
来，平均游览每个景区也就一块
多钱。2014年森林旅游年票首次
采用一证通电子检票管理系统，
通过验证码网上激活后，游客无
需携带年票刷身份证即可进入
景区，为方便市民购买 ,本报特
开通购票热线 ,购票咨询电话 :
1 3 0 2 1 6 1 4 2 3 8 ，微 信 账 号 ：
polly999999。

增减仓占比榜

(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姜宁 整理

增仓占比榜

当日
中京电子
柘中建设
上海普天
新国都
赛为智能

3日
中京电子
柘中建设
登云股份
新国都
赛为智能

5日
中京电子
柘中建设
登云股份
新国都
赛为智能

10日
中京电子
柘中建设
新国都
登云股份
赛为智能

AA股股

减仓占比榜

当日
中国中冶
新筑股份
宁波港
*ST鞍钢
富安娜

3日
龙力生物
宁波港
长安汽车
科力远
广田股份

5日
*ST鞍钢
*ST天龙
长安汽车
东方园林
龙力生物

10日
*ST天龙
长安汽车
天康生物
浦东金桥
中百集团

黄金概念股走高，那么实
物黄金的销售情况如何呢？中
国银行烟台分行的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
实物金的购买量仍然不及去
年的同期水平，但是因为金价
的持续波动，纸黄金交易量有
所上升。

“从短期来看，这波黄金
价格也不会再有太大的上升
空间了，因为最近美国相关数
据政策出炉，引发了美元价格
的持续走低，导致金价在一定
范围内上涨，但是在四五月份
之后，美联储会有一些量化货
币政策出台，能够造成美元的
走强、金价的下跌。”中国银行

烟台分行的资金业务部经理
张冠华说。

而在最近，高盛投行等多
家美国著名金融机构也明确
表示不看好金价在本年内的
走势，认为投资者做空的机会
很大。“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
的复苏，必须要让美元升值，
打压金价。”鲁东大学商学院
副院长刘良忠说。

据记者从一些国有商业
银行黄金业务负责人口中了
解到，现在国际黄金开采成本
价大约在1125美元每盎司左
右，在未来跌破这一成本价的
可能性也非常大。“最近黄金
价格的回调也应该理性来看，

像最近美国经济数据如此不
好，但是黄金价格却没有因此
上涨太多，这就说明在本年内
金价上升空间并不是很大，所
以市民不妨试试通过做空金
价的方式来投资。”张冠华说。

“具体会降到多少美元每
盎司不好说，但是可以预见在
一两年内金价都会保持一个
熊市状态。”山东财经大学陈
华教授说，不过陈华也提到，
一旦出现战争等不可预见因
素的事件，金价也会马上大
涨。“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
金，世界越不太平，作为紧急
避险货币的黄金就越值钱。”
陈华说。

金价年内仍会继续下探

黄金价格大涨之后，金店购金市民远没有前几日多了。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业内分析

相关链接

年票部分景区优惠名单
济南地区包含：波罗峪旅游

渡假区(60元)、涌泉竹林风景区(10

元)、长清莲台山度假村(30元)、灵
岩寺(60元)、百里黄河风景区(5)、
五峰山旅游区(40元)、山东省科技
馆(20元)、蟠龙山森林公园(60元)、
凤凰岭生态旅游区(20元)、四门塔
风景区 (30元 )、商河温泉度假村
(168元，折扣价138元)。

淄博地区包含：618战备电台
旧址风景区(40元)、马鞍山风景区
(40元)、鲁山国家森林公园(50元)、
樵岭前风景区——— 博山溶洞(55

元)、王母池风景区(20元)、织女洞
森林公园(70元)。

泰安地区包含：腊山国家森
林公园(50元)、牛山国家森林公园
(25元)、昆山森林公园(50元)、徂徕
山国家森林公园(80元)、神童山休

闲旅游区(80元)。
枣庄地区包含：熊耳山国家

地质公园(50元)、龟山省级地质公
园(50元)、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60

元)、冠世榴园风景区(60元)。
潍坊地区包含：临朐沂山风景

区(90元)、寿光林海生态博览园(60

元)、山旺国家地质公园(30元)、弥河
文化旅游渡假区(40元)、安丘五龙山
森林公园(40元)、马耳山森林公园
(30元)、石门坊风景区(50元)。

威海地区包含：仙姑顶风景
区(80元)。

滨州地区包含：鹤伴山森林
公园(30元)、无棣大觉寺(20元)、蒙
山国家森林公园(80元)。

临沂地区包含：孟良崮旅游
景区(40元)、蒙山龟蒙景区(80元)、
金伯利钻石矿景区(60元)。

烟台地区包含：昆嵛山国家
森林公园(40元)、东炮台景区(50

元)、罗山国家森林公园(50元)、牙
山国家森林公园(30元)。

青岛地区包含：珠山国家森
林公园(45元)。

德州地区包含：夏津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60元)、苏禄王御园(10元)。

日照地区包含：五莲山森林公
园(60元)、九仙山森林公园(60元)、五
莲县大青山旅游风景区(40元)。

济宁地区包含：峄山国家森
林公园(60元)、泗水泉林泉群自然
风景区(30元)、微山湖南阳古镇(60

元)。
莱芜地区包含：吕祖泉风景

区(58元)。
菏泽地区包含：郓城水浒好

汉城(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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