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白兰地物以珍稀方为贵
与友人小酌，他颇为神秘地说有

私家珍藏的“白兰地”与我们分享。见
实物，“苹果白兰地”，众人笑：“白兰地
应为葡萄酿造，岂会是苹果？”友人不
急于辩解，而后，一场“苹果白兰地”认
知之旅由此开始。

神秘的来客
“在国人的认知中，白兰地是一款

以葡萄为原料的酒类产品，确实，葡萄
制成的白兰地约占白兰地市场九成。”

“但事实上，在白兰地品类中享誉世界
的品类还有苹果白兰地。”

1553年，一个诺曼底人第一次蒸馏
出苹果白兰地。16世纪以后，苹果白兰地
在当地深受欢迎，但直至19世纪才获得
了政府的正式承认。“与葡萄白兰地不
同，苹果白兰地相对稀缺、珍贵，因此国
人鲜见。”友人说。

斟上一小杯苹果白兰地，琥珀剔
透，独特妙爽的口感四溢，原来苹果香
如此美妙。没想到，这瓶标有“祥府庄
园”字样苹果白兰地竟然产自山东烟
台，隶属于吉斯集团旗下祥府酒业。在

座好友无不啧啧称奇。
与香醇近距离邂逅
翌日，与友人驱车直赴烟台牟平“祥

府庄园”——— 苹果白兰地的真正发源地。
很高兴，两位朋友能第一时间品尝到今
年6月刚面市的‘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

“其实，苹果白兰地自诞生至今已
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因技术原因，苹果
白兰地一直与国人无缘。烟台祥府酒业
有限公司出于为国人争光的责任感，利
用优越的地域条件，经过长达三年时间
反复试验，终于功成。”

原来，“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制作严格采用烟台生长的十几种晚熟
苹果，把不同甜度、酸度的苹果碾压成
均匀的苹果泥后“休息”几个小时 ,再
榨出果汁并在自然状态下发酵数月后
变成苹果酒，然后按法国干邑白兰地
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标准掐酒头截酒
尾，取中馏成分，生产出苹果白兰地。

酒业巧创新，中华傲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不仅拥有

独特美妙的口感，更具苹果的香型和

普通白兰地的保健作用，可帮助胃肠
消化、驱寒暖身、化瘀解毒、解热利
尿，并能提高心血管的强度。”工作人
员介绍说，“其采用法国利穆森区域
的橡木做桶贮酒，一是因为橡木质地
坚硬，抗浸泡、耐腐蚀；二是橡木坚中
有韧，透气性好，有利于酒液呼吸；三
是含有鞣酸，鞣酸是白兰地呈琥珀色
的来源；四是橡木属于草香型木质，
其中含有纤维素、木质素和木糖素，
能克服白兰地的爆辣口味，并产生一
种奇香，使酒体陈香、醇厚、和谐。”

如今，“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诞生，改写了只有法、美、意等发达国
家才拥有的第二大品类白兰地、中国
只有单一葡萄白兰地的历史。尤为重
要的是，它作为发酵蒸馏酒，改变了消
费者对白兰地“易上头、见风倒”的饮
用误区，是一款真正碱性健康的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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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盘盘一一反反弹弹，，正正海海磁磁材材二二度度涨涨停停
业内人士称，稳健投资者可关注沪指能否冲破10日均线的压制

本周若上冲失败

或出现大幅下落

上周国际金价以1223 . 78美元/

盎司开盘，报收1237 . 88美元/盎司，
最高上试1249 . 18美元/盎司，最低
下探1221 . 72美元/盎司，较上个交
易周上涨14 . 97美元/盎司。

美国10月11日当周初请失业
金人数意外下降至26 . 4万，创下自
2000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强劲的
经济数据对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
发酵起到了遏制作用，而投资者也
认识到此前的市场波动状况更多
是因为投资者的过度恐慌，故金价
涨幅受到限制。

当市场充满疑惑渴望美联储
主席能够指点迷津时，上周五耶伦
讲话却未涉及货币政策。在缺乏消
息面指引的情况下，联储官员讲话
能引起盘面短暂波动，但是市场仍
然将期待月底美联储就加息问题
能够给出线索。

在当前阶段，我们认为埃博拉
疫情非影响贵金属价格的因素。尽
管埃博拉已开始入驻美国，令市场
感到忧虑。但是，我们认为当且仅
当埃博拉疫情在美国全面爆发，达
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严重程度
时，才足以触发市场的避险情绪致
抢购避险资产黄金。切忌过度放大
埃博拉在美国的影响力度以及对
美国经济、资本市场的冲击力。

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就天然
气达成共识，地缘政治危机愈行愈
远。就目前状况而言，短期内俄罗
斯与乌克兰双方危机已不在影响
贵金属价格因素范围内。

现货黄金上周继续反弹，但
是遇阻回落，收出一根较长的上
影线，显示反弹动能衰竭，上周周
线虽然还有动能，但是已现颓态，
上阻力在1245-1250美元/盎司，
预计本周上冲失败后，会出现大
幅下落，在此位置可试探性开空，
本周操作仍以逢高做空为主。多
单可快进快出。

本周操作建议：实物黄金：金
商近期对冲点放在1245-1250美元
/盎司附近，大量囤货者可慢慢建
仓。首饰消费者，依旧不着急购买，
期待年内低点。纸黄金：剩余半仓
空单，可于247元/克附近将上周出
掉的空单接回，继续持有。黄金积
存：此位置尽量可开始少量积存。
每跌5元，加仓一次。黄金(T+D):在
246元/克-247元/克可以开空单。
仓位2成。止盈235元/克。

招金投资高级分析师 刘宇翔

指点迷“金”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李丹) 20日，沪深两市均出现
了0 . 6%以上的涨幅。而烟台本
地股正海磁材受益于加码新能
源电机驱动系统，在复牌首日
(10月17日)走出涨停以后，20日
二度涨停。有业内人士表示，大
盘20日走强，不过，成交量却有
所下降。稳健的投资者可先关
注沪指能否出破10日均线的压
制再做打算。

10月20日，在券商、有色
金属等权重股的带动下，沪
指的涨幅为0 . 66%，深成指的

涨幅也达到了0 . 65%，不过沪
深 两 市 的 成 交 量 均 有 所 下
降。烟台本地股也是涨多跌
少，正海磁材以10%的涨幅领
涨本地股，东方电子以8 . 05%

的涨幅紧随其后。
值得一提的是，正海磁材4

亿收购上海大郡，加码新能源
电机驱动系统，复牌后的两个
交易日，均以涨停板报收。正海
磁材日前发布的三季报显示，
公司 1 - 9月累计实现净利润
8812 . 84万元，同比增长38 . 58%。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 . 37元。有

业内人士表示，从正海磁材的
交易数据来看，主要是游资在
炒作这只股票。游资的炒作方
向比较难琢磨，手中有股票的
可继续持有，待上涨趋势发生
改变再做定夺。

在上周连续调整了2个交
易日之后，大盘20日比较强的
涨幅还算让人欣慰。乐观的业
内人士认为，盘面一直没什么
变化，上个周的下跌调整也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本周看好继
续上涨，说不定这个周沪指还
可能冲破2400点。不过，在选择

个股时还是要仔细甄别。
有 谨 慎 的 分 析 人 士 认

为，20日大盘表现确实较强，
很多板块均出现了上涨，不
过 成 交 量 的 收 缩 也 值 得 关
注。投资者可先关注大盘能
否冲破10日均线2366 . 41点的
压制。在盘面不明朗之前，稳
健的投资者可围绕底仓做波
段，新仓不着急建。若有激进
的投资者着急建仓，也尽量
选三季报业绩优异的股和长
期涨幅不大基本面较好的医
药股。

大大盘盘近近三三个个月月涨涨1155%%，，股股民民晒晒成成绩绩单单

紧盯政策热点

老股民收益超50%

偏爱军工和医药，新手一月收益35%

喜欢超短线操作，没能跑赢大盘

宫先生自称是股市的
新人，虽然2013年在证券公
司开了户，但是他真正开
始炒股，到现在只有一个
多月的时间。作为80后的上
班族，他觉得炒股是理财
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月
达到35%的收益，觉得很幸
运赶上了这轮行情。

“当时开户后，炒股的

亲戚朋友都劝我别进场，
说太容易被套住。今年8月
份，沪指冲上2 1 0 0点的时
候，这些人谈股票的时候
表情都不一样了，不再是
以前那样唉声叹气，而且
新闻里也多了关于股市牛
熊分界的讨论。我到9月份
开始炒的，对后市比较有
信心。”宫先生说。

让他非常开心的是，
自己买的军工股和医药
股，涨势很好，有一只股票
曾连续两个涨停。“一个多
月 的 时 间 ，收 益 现 在 是
35%，可能是比较幸运吧。”
宫先生说，进入股市发现
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要
保持这样的收益不能只靠
运气。

本报记者 李娜 李丹

今年的7月22日被业内称为大盘初牛行情的起点，从7月22日沪指开盘
2050 . 50点到10月20日的2356 . 73点，上涨了约15%。在这轮行情当中，军工概念板
块上涨约45%，成为最耀眼的板块。市民在近3个月时间内，炒股的“成绩”如何呢？
烟台股民有些因这拨行情慢慢解套，有些赚了一笔，也有没跑赢大盘的。

股民刘女士喜欢超短
线交易。不过，在这一拨上
涨行情中却没赚到什么钱。

“自7月22日以来，我基本上
都是快进快出，不过由于我
的仓位一般在5成附近，所
以在黄金周以前我的收益
率差不多在12%。”刘女士
介绍：“因为我一直对这拨

行情的信心不是很足，基本
上我是赚钱就跑，很多股票
在 手 里 就 是 过 了 一 个 晚
上。”

刘女士表示，房贷政策
的放松以及多位朋友对于
行情好转的认可，她决定在
黄金周后全仓杀进去，谁成
想，10月8日买进去以后，9

日就遇到了大盘的调整，而
她打算8日买入9日卖出的
计划也一直没有完全实现，
这一次鼓起勇气满仓介入，
也让她一下子就亏损了近
10%，综合算下来，她在这
拨行情里也就赚了2%多一
点儿，基本上回吐了所赚的
利润。

股民邱先生炒股超过10

年了，对于大盘7月22日开启
的这轮上涨行情，他认为是
赚钱的大好机会。就他个人
而言，对政策热点相关股的
研究较多，并因此收益颇丰。

“航空概念、高铁概念、
环保概念、军工概念……我
做股票，对政策面的关注比
较高，基本都是跟着政策方
向走的。”邱先生说，除了重
要会议和经济数据，他对国
家重要领导人讲话也会做分
析，属于敏锐度比较高的一
类投资人。

最近的一次选股，他买
入了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
并且享受了涨停。邱先生比
较低调地透露，在上周五大
盘调整后，他炒股的收益仍
然超过五成。

在邱先生看来，政策上
的风吹草动，会传递出来一
个行业未来发展前景。比如
今年国企改革和沪港通的进
展，就带来了很多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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