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割割割割割割如如何何加加入入码码帮帮？？

码帮独享：
合味羊排：66元/份，码帮价39元
/份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桐林路19号
电话：6716199 6719526

幸幸福福绿绿洲洲生生态态美美食食广广场场

码帮独享：
金牌锅：原价358元/份，码帮价
179元/份
银牌锅：原价268元/份，码帮价
134元/份
黄记煌至尊锅：原价498元/份，
码帮价249元/份(每款半价菜品
每桌限一款)
地址：振华购物中心9楼
电话：6251322

码帮独享：
炸虾天妇罗：原价39元/份，码
帮价20元/份
盐烧三文鱼头：原价39元，码帮
价20元/份
和风一口牛肉：原价46元，码帮
价23元/份(每款半价菜品每桌
限一款)

地址：新世界店、万达广场店、
大悦城店、银座店

禾禾绿绿回回转转寿寿司司

烟烟台台凤凤凰凰山山宾宾馆馆

黄黄记记煌煌
东东祺祺汇汇海海

码帮独享：
秘制斑鱼王：原价268元/份，码
帮价108元/份
地址：开发区长江路彩云城北
大门D1-13号
电话：6108266

渝渝味味堂堂

码帮独享：
通香嫩脊：原价32元/份，码帮
价16元/份
地址：莱山区凤凰山庄对面水
库西面
电话：6888088

老老公公社社乡乡土土菜菜馆馆

码帮独享：
鸿运当头：原价98元/份，码
帮价78元/份
地址：烟台市南大街236号
电话：6585888

碧碧海海饭饭店店

消费圈二维码 齐鲁晚报微信二维码
第一步，微信关注“齐鲁晚报”，点击下方

菜单“码帮腰牌”，输入你的姓名和电话，就可
以成功加入码帮了。每位码帮会员都会有一
个专属的码帮腰牌———“读者卡”，上面标有
你的信息与积分；

第二步，微信关注“消费圈”，这个账号可
谓是码帮成员的“行走江湖秘籍”，所有的本
地美食动向都会在这里面更新，少侠们，一定
不要忘了每天都刷一刷啊；

第三步,那当然是拿上手机，去店里出示
码帮读者卡，然后大吃一顿啦！

码帮独享：
双色鱼头王：原价：68元/份，码帮
价54元/份
地址：芝罘区毓璜顶西路17—5号一楼
电话：6585877 6585878

码帮独享：

黄金羊肉丸：18元/份，码帮价9元/份
鲜猪黄喉：32元/份，码帮价16元/份
钻石羔羊：42元/份，码帮价21元/份
地址：万达广场万达百货5楼
(每款半价菜品每桌限一款)
订餐电话：6092999

码帮独享：
干锅牛蛙：原价58元/份，码帮价28
元/份
椒油菜花：原价28元/份，码帮价12
元/份
蛋香豆腐：原价28元/份，码帮价16元/份
地址：芝罘区庆善街22-1(毓璜顶医
院北侧，每款半价菜品每桌限一款)
电话：6518866 6515566

重重庆庆刘刘一一手手火火锅锅

蓝蓝白白海海天天传传统统文文化化酒酒楼楼

毓毓璜璜顶顶宾宾馆馆

商家加盟热线：18866650106 服务咨询热线：15564541718

码帮独享：
国宴狮子头：原价38元/份，码帮价
19元/份
老福山炸里脊：原价39元/份，码帮
价19元/份
锦绣菜团：原价48元/份，码帮价24
元/份(每款半价菜每桌仅限一款)
地址：芝罘区环山路155号
电话：6866789

烟烟台台中中心心大大酒酒店店
码帮独享：

天伦烤鸭：148元/只，码帮价
135元/只
地址：烟台市南大街81号
电话：6584858

维维汀汀花花园园酒酒店店

码码帮帮独独享享：：
牛尾汤：原价49元/份，码帮
价39元/份
地址：芝罘区环山路114号
电话：6690909

码帮独享：
口蘑烧扇贝：原价38元/份，码帮价19元/份
鲜虾酿藕夹：原价39元/份，码帮价20元/份
糟溜鱼片：原价29元/份，码帮价15元/份
地址：芝罘区幸福北路68号
电话：6827777（每款半价菜品每桌限
一款)

西西班班牙牙主主题题餐餐厅厅

码帮独享：
三文鱼沙拉：原价48元/份，码
帮价32元/份
地址：芝罘区滨海广场48号
电话：6217588

吃喝玩乐在烟台二维码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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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情报站
传递资本市场有效信息

上上周周五五空空一一手手铜铜，，几几天天赚赚近近两两万万
伦铜暴跌带动沪铜全线跌停，业内分析中长期仍是空头趋势

晨光文具等今申购

顶格打新需87万元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丹)

本周新股的申购可谓是一拨接
着一拨，14日申购完万达院线等10

只新股，15日，晨光文具等6只新股
的申购会接着上演。而投资者1月
12日申购春秋航空和宁波高发冻
结的资金也会在15日解冻，对15日
的6只新股感兴趣的投资者又可以
继续申购了。据统计，顶格申购苏
试试验等6只新股需87 . 02万元。

有4只新股在主板上市。其中，
健盛集团发行价为19 . 25元/股，申购
代码为732558，发行市盈率为22 . 92

倍，申购限额为0 .8万股。龙马环卫发
行价为14 . 8 6元/股，申购代码为
732686，发行市盈率21 . 23倍，申购限
额为1 . 3万股。晨光文具发行价格为
13 . 15元/股，申购代码为732899，发行
市盈率为22 . 99倍，申购上限为1 . 8万
股。永艺股份发行价为10 . 22元/股，
申购代码为732600，发行市盈率22 . 71

倍，申购限额为1万股。
还有2只新股在创业板上市。

其中，苏试试验发行价为11 . 48元/

股，申购代码为300416，发行市盈
率为22 . 96倍，申购限额为0 . 6万股。
浩丰科技发行价为28 . 81元/股，申
购代码300419，发行市盈率22 . 94

倍，申购限额为0 . 4万股。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
娜 ) 随着伦铜跌破5500美元/

吨，跌幅逾6%，刷新2011年以来
的新低，国内沪铜期货合约在14

日午盘全线跌停。前一天下空单
的投资者，1手稳赚万余元，而在
上周五空铜的投资者1手稳赚近
两万。而对于未来的投资方向，
业内认为沪铜仍将是震荡下行
行情，中长期还是空头趋势。

“跟对了行情，这一轮行情
赚了差不多两万块钱吧。够年
底购置年货和新衣服了。”投资
者徐女士说，她是跟随理财师
进行操作的，1月8日下的空单，
沪铜连续跌了4天。

东兴期货高级分析师顾仁
辉介绍说，从1月7日开始指导
客户做空铜期货，到现在跟随
着做的基本都赚了一笔。“之所
以指导做空，主要是当时在技

术面上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
向下突破的趋势。而在基本面
上，全球经济下行预期强烈，美
元指数上涨，这对铜来说都是
利空因素。这次大跌是对经济
悲观情绪的一次释放。”

中州期货研发管理中心的
行业研究员于青介绍，国际铜
业研究组织(ICSG)在今年10月
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精
铜市场或供应短缺30 . 7万吨，
但仍预计2015年精铜市场或转
为供应过剩39 . 3万吨。

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对铜
的需求量大约占了世界总需求
的40%，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铜消费疲软，且市场对铜未来消
费情况比较悲观，是导致铜价低
迷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从宏观基本面的
不确定性，还是供需基本面的

转变成过剩都难以对铜价有所
支撑。”于青表示，就期货盘面
而言也是在下行通道内部，预
计2015年上半年铜价仍将弱势
盘整，下半年若政策利好提振
或有望反弹，这种趋势下，期货
投资者依然是偏空思路为主。

顾仁辉同样建议投资者，
中长期仍以看空铜期货思路操
作。沪铜深跌以后有小幅反弹
的可能，但震荡下行的概率很
大，持有空单者可以继续持有；
尚未进场参与者，不要盲目进
场，可以等待反弹后入场。

大大盘盘缩缩量量调调整整，，益益生生股股份份涨涨停停
业内人士建议，稳健投资者应先观望20日均线3176点能否撑住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
丹) 14日，大盘出现了缩量调
整。随着有色金属、煤炭等权重
板块回落，沪指出现跳水，盘中
失守3200点。当日两市成交量
不到5000亿，量能持续萎缩。业
内人士分析，稳健投资者应先
观望20日均线3176点的支撑力
度，然后再决定操作策略。

由于国际期货大宗商品14

日出现了下跌，A股市场上的

资源股也跟风杀跌，尤其是涉
铜概念股；再加上市场的前期
热点如港口航运等板块的调
整，沪指最终微跌0 . 4%出现了
继续震荡调整的走势 ,深成指
的跌幅也达到了1 . 04%。

虽然大盘14日出现的上涨
行业不是很多，不过，农林牧渔
当日依然出现了0 . 27%的板块
均涨幅，烟台本地股中的涉农
股为整个板块的上涨作出了不

少的贡献。28只烟台股，除了停
牌的园城黄金等3只股票外，剩
余的25只本地股中有13只出现
了上涨。而在13只上涨的股票
中，属于农林牧渔板块的益生
股份、东方海洋、*ST民和排在
本地股涨幅榜的前三位，益生
股份更是以涨停板报收。

有多位业内人士分析，市
场14日继续缩量调整，沪指在
跌破10日均线之后，已经连续3

天收在10日均线之下。若沪指
的20日均线支撑不住，大盘会
很危险，所以稳健的投资者还
是应暂时先观望，尽量多看少
动。

不过，也有乐观的市场人
士表示，缩量下跌也许意味着
调整已经接近尾声。若大盘能
在20日均线附近撑住，激进的
投资者或许可以逢低关注一些
业绩增速好的优质蓝筹股。

沪铜期货1503主力合约1月14日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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