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舒食醋分为5度食醋和8度
食疗醋。它用苹果汁做为原料经二
次发酵酿造而成。不同于用醋精勾
兑而成的调味醋，果舒食醋不含有
任何防腐剂，其口感酸爽、略带果
香，并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人体健
康的状态，体液呈弱碱性，但由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环境、心态及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往
往处于酸性的亚健康状态。果舒食
醋经过二次发酵，是一个口感呈酸
性，在人体内代谢后呈碱性的食用
醋，它有中和鱼、肉、蛋、米、面等呈
酸性食品的功能，并有利于它的各
种营养素的保存和促进钙的吸收。
能够有效改善人体酸性体质，使人

体呈健康的弱碱性。
网上广为流传的食疗配方一：

用8度苹果醋2两，鲜鸡蛋一枚，浸
泡1 . 5-2天，蛋壳软化后，用筷子戳
破搅匀，再放置一天即可。每天起
床舀两小汤匙醋蛋液加一小匙蜂
蜜和四小匙温开水调匀，空腹一次
服完，蛋膜最后一天咀嚼吞服。可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食疗方二：将同等份量的柠檬
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放
入瓦煲，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份蒸发，剩下约一半汁
液，加入适量蜜糖搅匀，冷却后放入
冰箱保鲜即可。每天起床后空腹服
用一汤匙。可净化血管。

烟台吉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电话 0 5 3 5 - 4 2 3 7 1 9 9

服务热线：4 0 0 6 5 8 2 2 1 1 8 0 0 8 6 0 2 2 1 1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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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财财和和消消费费盯盯上上市市民民年年终终奖奖
银行、互联网金融、商场、楼市推出产品“抢钱”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李
娜） 春节临近，不少市民拿到
了年终奖，互联网不少商家盯
上市民腰包。银行、互联网金融
推出品种理财产品，商场、楼市
纷纷打折优惠吸引市民眼球，

“抢钱大战”拉开序幕。
目前，烟台各家银行理财

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在5 . 0%

到5 . 9%之间，起点5万元，部分
针对高端客户的理财产品起点
100万元。同时，百度百赚、零钱
宝等“宝宝”类产品，七日年化
收益率在4 . 5%到5 . 6%之间。

“最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
理财信息，有银行的有证券公
司的也有互联网上的。”市民刘
先生说。

随着互联网理财的火爆，不
少市民除了在银行购买理财产
品，还会配置互联网理财产品。
就快到春节了，各企业单位陆续
给员工发放年终奖，“年终奖躺
着赚钱”等广告多了起来。预期
年化收益率12%甚至高达18%，互
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在同期的
理财产品中“高高在上”。

理财人士认为，下周起将
有24只新股网上申购，互联网
理财和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都
会有所冲高。市民在选择时应
保持理性，不宜配置过高比例
的互联网理财，另外要意识到
预期年化收益率和实际到期后
的收益率会有出入，不要迷恋
宣传的高收益。“配置比较稳健

的理财产品是基础，不要因为
预期的高收益忽视了风险。不
要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需要注意的是，在购买理
财产品的时候，还要充分考虑
自身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根据
流动性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
当的理财产品。

商场、楼市抢年末档

“所有商品5折起售”“购物
满200送100代金券”“年终奖就
要让自己美美哒”……春节是

商场消费的旺季，打着“年终奖
消费”旗号商家各出各招。

当然了，不止是商场，楼市
更是紧紧抓住年底市民手中有
余钱的机会，推出“年末置房优
惠”。

“我和老公打算把年终奖用
来先付押金订房，现在正在四处
看房子。”打算年底买房的张女
士说，可能是年底楼市比较冷清
的缘故，自己不过是打电话咨询
了一家楼盘，自己就在一周的时
间接到了四五个楼盘的电话。

“有点热情得让人受不了，几乎

每家楼盘都愿意在现有的优惠
上再给一些特殊优惠。”张女士
说这是她没想到的。

一家楼盘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年底市民手中有积蓄也有
时间，虽然不算是销售旺季，但
是算一个难得的营销机会，优
惠力度还是很大的。“一般有两
个群体，一种是外地在烟台工
作的上班族，另一种就是在外
地打拼多年，决定回烟台工作
照顾父母，而置办房产的。”用
这位销售人员的话说，低价牌
吸引了前者，亲情牌打动后者。

建设银行喊您支用小企业信用类贷款———“五贷一透”

融资担保难一直是小微
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头痛的问
题之一。今年随着资金面趋
紧，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
出。中国建设银行烟台分行认
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将支持
小微企业作为服务实体经济、
实现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重
要着力点，不断加大金融产品
和服务创新力度。近期，推出
了六款纯信用类小微企业信
贷产品———“五贷一透”，以一

池金融活水浇灌小微企业实
体经济之树，助力小微企业融
资发展。

建设银行“五贷一透”纯
信用类贷款家族主要包括“信
用贷”：针对建设银行私人银
行 客 户 ；专 业 市 场（ 综 合 市
场）、核心大企业上下游、工业
园区中信誉良好的小微企业；
在建设银行有持续稳定结算
业务的小微企业；能够获得政
府鼓励扶持或贷款贴息、有发

展潜力的初创期小微企业。
“善融贷”：针对在建设银行结
算稳定的小额无贷户。“创业
贷”：针对“有业、有责、有信”
的小微企业客户，创业期的小
微企业客户。“税易贷”：在建
设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的小微
企业，近2年按时足额缴税，无
不良纳税记录，上一年度纳税
总额在5万元（含）以上。“POS

贷”：根据小微企业特约商户
银行卡收单交易情况，向其发

放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
的可循环的人民币信用贷款
业务。“结算透”：建设银行依
据企业的交易结算记录，对结
算频繁并形成一定资金沉淀
的小微企业发放的人民币小
额透支业务。

符合以上产品办理条件的
小微企业无需提供担保措施即
可迅速在建设银行获得融资，
您还在等什么？！联系电话：
6603532；6603562

沪指重返3200点

两只烟台股涨停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李丹）
3日，正如一些分析人士预料的

那样，很多个股因为跌到相应支
撑均线附近出现了反弹。沪指当
日大涨2 . 45%，重返3200点。随着大
盘的强势反弹，有22只烟台股以红
盘报收，瑞茂通和隆基机械涨停。
业内人士认为，大盘3日的上涨暂
时以反弹对待，是否发生反转还
要再看看。

此前，保险、券商等板块因为
跌幅较大，在3日出现了领涨的局
面。再加上油价上涨预期对两桶
油的刺激，沪指当日拉升了76 . 61

点，最终以3204 . 91点、2 . 45%的涨幅
报收。值得一提的是，创业板指当
日高开高走，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最高上探1703 . 93点。

大盘3日的上涨终于让不少投
资者松了口气，前几个交易日的
整体下跌走势，让很多投资者的
账户缩水了不少。不过，在很多业
内人士看来，如果把3日的上涨看
作反转还有些为时过早，还是应暂
时以反弹对待。毕竟3日的反弹是
个缩量反弹，当日盘中的低点和1

月20日的低点位置差不多，在目前
这个位置上还是应该先看看大盘
的表现再说。

此外，有市场人士担忧，两融
检查刚刚开始，无法确定当前的
成交量是去掉两融的一些虚拟成
交量和股票配资之后剩下的，还
是依然有水分的存在，这个成交
量是否真实可信还有待进一步检
验。稳健的投资者还是应该围绕
底仓做波段。

也有不少机构的盘后点评乐
观地认为，利空出尽之后是利好，
大盘或许还要经历下跌洗礼，不
过要坚定市场向好的信心。光大
证券发布研报称，反腐之后，A股
将是遍地黄金，投资者应尽量挺
过或者避开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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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日日十十元元观观影影””活活动动拉拉开开帷帷幕幕
亲爱的影迷们，你们好，相伴烟台农行十元

观影活动，体会周日影院的温馨，生活如此多姿
多彩，视觉如此有声有色，2015年烟台农行十元
观影活动即日开幕，带上你的信用卡，带上你的
恋人、亲人，一卡可刷两张影票，一张十元，两张
二十元，看场电影就这样轻松，任性。来吧，走进
影院，享受快乐。

活动对象：农行金穗信用卡（商务卡除外）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所
有周日。

活动规则：在活动时间内，在鲁信影城刷卡
购票，可享受刷卡10元看2D/3D电影的优惠（特
殊场次除外），一卡最多可刷卡购票两张，当日刷
满100张，活动自行终止。

活动影院：鲁信影城
农行办卡及活动咨询电话：0535-3895599

鲁信影城 地址 购票电话

振华购物中心店 南大街68号银都财富
中心6楼

6262666-1

银座商城芝罘店 南大街128号银座商城
6楼

6262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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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山山铝铝业业与与北北汽汽签签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布布局局汽汽车车轻轻量量化化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李娜） 南山铝业

（600219）发布公告，近日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就铝合金汽车板材的研
发生产进行合作，实施汽车轻量化的技术探索。

公告表明，双方将针对铝合金覆盖件板材，
合作研究各类铝合金板材的材料特性、工艺特性
等，重点研究影响铝合金板大量使用的技术难点

问题。并就前发动机罩盖使用铝合金板材领域，
对原材料、模具设计开发等进行研究，保证北汽
股份有能力自制铝合金前发动机罩盖。此外，双
方还将通过铝合金材料的工业化试制以及汽车
零部件冲的工业化试验，完成对汽车用铝材料的
工业化试制和产品定型。公告明确，上述合作所
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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