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临近近节节假假日日，，投投资资者者多多““防防守守””
分析师表示，反弹过后仍将震荡寻底，介入资金建议控制在低仓位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李
园园) 27日，在股民的期待中，
A股市场终于迎来反弹，截至收
盘沪指涨5 . 34%，涨156 . 3点，报
3083 . 5 9点，创一个多月来最大
单日涨幅。但记者发现，两市只
有200来只股票涨停。在烟台某
炒股群里，伴随着大盘的飘红，
有的人一直在“抄底”，有的则
按兵不动，随时好言相劝“抄
底”的股友们，热闹中多了几分
谨慎。不少股民表示，马上迎来
周末和“抗日战争胜利日”，节
假日休市，还是等过完节再说

吧。
“刚抄了底，大盘又往下砸

了，期待再次拉升。”一位“抄
底”的股民在QQ群里晒出刚买
入的一只股票，并放言“今天涨
5 %就抛”。随后，该股民又“抄
底”两只股票。午后指数飙升，
该股民果然抛了一部分达到盈
利预期的股票。“市场虽然反
弹，难说站稳了，还是做T+0、T
+1保险啊。”周五一开盘，不管
涨还是跌，他打算再抛些。

“没进，不敢进了。”“80后”
股民小张说，虽然他是 6 月下

旬、7月上旬那轮大跌后进的，
自认为是抄到底了，也曾在反
弹时盈利达到20%，但是他乐观
地以为牛市还在，指数不会跌
破3500，但这轮暴跌给了他深刻
的教训——— 被套了。小张目前
不敢进场操作，“等胜利日假期
结束后再说吧，跌怕了。”小张
说。

那么，2 6日市场反弹是否
意味着大盘短期阶段性筑底形
成，将迎来新一轮反弹上涨呢？
烟台证券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当天市场的走势暂且只能以超

跌之后的技术性反弹对待，反
弹会不会持续还不好说，作为
普通投资者本着风险第一的原
则少操作为宜，不要太过乐观。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会不
会形成短期内的反弹真不好说，
也没法给投资者建议。”南大街
某证券分析师称，当沪指跌破
3500点时，他认为市场就“一地鸡
毛”，伤了元气。到底后市会怎么
走，他认为，可能会上攻进入“牛
市”，也可能一直在3 0 0 0点“晃
荡”，也有可能继续下跌到2000点
左右，“真的看不清。”

“短线来看，反弹有进一步
延续的动能，反弹过后仍将震
荡寻底。”烟台某分析师认为，
3000点附近是逢低吸纳的绝佳
时机，不过本着风险第一的原
则，建议介入的资金控制在低
仓位，做好必要的资金管理和
风险控制。另外，创业板当前的
市盈率还高达 7 5倍，故而考虑
规避创业板个股。

也有分析师认为，目前大
盘指数围绕3000点震荡，2850点
是否是市场底尚不能确定，建
议投资者“防守”为主。

节节日日民民俗俗乡乡村村游游，，跟跟着着秋秋天天去去旅旅行行
9月烟台“城市月月休闲汇”方案发布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
晏坤) “城市月月休闲汇”，春
夏秋冬游不停。日前，由烟台
市旅游局、烟台市旅游协会主
办的“城市月月休闲汇”9月活
动方案发布。9月活动方案逐
渐向秋季旅游倾斜，与各种节
日、民俗活动和乡村游相结
合，打造9月休闲汇。

9月“城市月月休闲汇”活
动方案中，“2015烟台滨海休
闲音‘悦’节”是场重头戏，该

活动将在烟台大悦城激情上
演，这里有烟台最潮流的休闲
方式，有本土最强的草根歌手
大集合，有本土最强的电声乐
队专场演出。9月6日至9日，连
续4场共计100人的专业淘汰
赛，9月10日半决赛，9月12日本
土电声乐队演出专场，9月13

日烟台滨海休闲音“悦”节总
决赛。代表烟台本土音乐演唱
水准最高的2015年烟台滨海
休闲音“悦”节，将给观众带来

不一样的“耳朵风暴”。
另外，休闲护照特惠活动

也是场次满满，六期特惠活动
涉及栖霞市元古道场、栖霞奇
石博物馆、张裕酒文化博物馆、
蓬莱君顶酒庄等特色景点。

9月份节日也不少，为此，
“城市月月休闲汇”9月活动方
案中10项方案紧扣各类节日，
其中切合教师节、中秋节的场
次更是优惠满满。

另外，烟台9月“城市月月

休闲汇”对民俗游与乡村游也
较为侧重，有21场民俗游和9

场乡村旅游。到蓬莱观看俄罗
斯国际大马戏的同时，还可以
参加米其林顶级美食节；到莱
州赶海拾贝垂钓体验；到栖霞
太虚宫参与财神节，迎财神共
祈福。

9月份，本报将根据“城市
月月休闲汇”方案，为读者设
计打造合理的旅游路线，让记
者陪您去旅游。

不不限限流流量量WWii--FFii服服务务，，让让您您时时刻刻分分享享德德国国游游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出境游，8月30日前报名可享特价优惠哦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永军)

近日，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
2015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
单，其中烟台国际公司和烟台建设集
团榜上有名，山东省一共有8家企业上
榜。

据了解，2015年ENR全球最大国
际承包商250强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65

家企业入选，其中山东上榜的企业一
共有8家，分别是青岛建设集团、威海
国际公司、烟台国际公司、山东外经集
团、烟台建设集团、山东科瑞石油装备
有限公司、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
公司和山东天泰建工有限公司，入选
企业数量居全国各省市前列。8家企业
2014年共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32 .8亿美元。

两烟企入选全球最大

国际承包商250强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秦雪丽 ) 国庆假期去哪玩？
想去南方秀丽的景点走走，
又怕被堵在路上；想报名高
大上的“私人定制”，又担心
费用太高；怎么办？那就跟我
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德国游
吧！8月30日之前报名还有优
惠哦！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全球各地的纪
念活动话题也刷爆了朋友圈，
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节点
上，本报联合欧洲ENT国际旅
行社特意推出了别样的“去德
国：寻找‘二战’回忆和反思”
文化参访活动，首期20人招募
正火热进行中。

活动推出后，吸引了省内
外不少市民报名咨询。“我很
喜欢德国这个国家，整个行程
也比较有特色。”一位读者说，

一天一个旅行主题让他很心
动，可以有目的地旅游，了解
更多文化。

相对其他行程匆匆的出
境游旅行团，本次文化参访活
动注重“慢游”“读城”的概念。
首批20名体验者将于9月26日
出发飞赴法兰克福，途经海德
堡、科布伦茨、巴德维尔通根、
莱比锡、柏林，最终于10月4日
返回中国。

在德7天，活动参与者将分
别以人文感受、亲近自然、寻觅
传奇、音乐欣赏、纳粹反思、冷
战创伤、高铁体验为主题，每天
慢速行走一个都市或城镇。除
了莱茵河谷、柏林这样的赴德
必到之地，大家还将遇见“风景
之王”山毛榉，走进古典音乐之
都莱比锡，去到白雪公主的故
乡巴德维尔通根，对德国进行
全方位的文化扫描，读懂这个

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8月30日前报名，即可享

有21999元每人的优惠价格。此
外，参与者还可获赠出行大礼
包，让您免去舟车之苦、文化
差异所带来的不适应。本次文

化参访活动，全程不包含任何
自费项目和进店购物安排。而
全程不限流量的24小时Wi-Fi

服务，让您在惬意的行走中，
能随时随地与家人分享欧洲
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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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9 .26) 飞赴法兰克福。
Day 2 (9 . 27) 海德堡(人文日)。
感受德国最古老大学城的魅力。
Day 3 (9 . 28) 莱茵河谷(自然
日)。乘船穿行世界自然遗产莱茵
河中上游河谷。
Day 4 (9 . 29) 巴德维尔通根(传
奇日)。走近世界自然遗产“德国山
毛榉树”，探访白雪公主的故乡。
Day 5 (9 . 30) 莱比锡(音乐日)。
探访音乐之城，聆听古典大师巴
赫、舒曼、门德尔松的声音。
Day 6 (10 . 1) 柏林(纳粹日)。深
入了解纳粹对犹太罪行及二战抵
抗运动。
Day 7 (10 . 2) 柏林(反思日)。接
受战争教育，感受战后东西对立
给德国带来的分裂之痛，以及德
国统一的后遗症。
Day 8 (10 .3) 法兰克福((城市日)

体验德国经济中心的城市风貌。
Day 9 (10 .4) 回国。

行程梗概

莱茵河谷游船

报名咨询电话：18660533332(闫女士)
15564521443(马女士)

报名咨询QQ群 (寻找二战记忆文化
参访团)：341066921

微信公号：jinriyantai(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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