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性牛市已到来 但地域风险也不要忽视
市场主力看起来志在必得，量能指标的变化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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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昨天我们提到，周末消息面喜

忧参半，十九大确定召开日期有助

于指数继续走向新的平台，但朝鲜

再次进行核试验对资本市场而言

无疑是个利空，所以预计周一A股

会借核爆利空回调洗盘，但幅度不

会大。周一A股的盘面表现继续保

持着强势特征，先是开盘后突然小

幅跳水消化了部分浮筹，之后便不

再理会朝鲜核爆的影响，继续发起

上攻，经过一天的拉锯，最终收出

一颗小阳线。这颗小阳线实体虽然

很小，但传递出的信号却非常积

极，它摆脱了连续四天的十字星平

台，体现了市场主力志在必得的信

心，技术性牛市已经到来。

不过技术面的分析毕竟无法

准确预测未来，正如印度突然撤兵

毫无征兆，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演

进也是一个未知数，无论你看不看

它，风险就摆在那里，这一点，从国

际大宗商品市场金银价格的跳空

高开可见一斑。基于此，我们继续

建议遇到莫名冲高时，应依托3400

点减轻仓位，并耐心等待回踩动作

摊薄持仓成本，观察朝鲜半岛局势

的进展，3330点和3300点是下方两

道比较重要的技术性防线。

◎大盘预测

数据显示，8月份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的最

大单月升值幅度，周一汇率再次刷

新一年多来高点。开源证券高级策

略分析师杨海认为，美元走弱、人

民币升值、境外资金持续流入，是

过去几个月A股市场震荡走强的

核心原因之一，未来A股市场依然

能享受这种“新兴市场溢价”。目前

来看，人民币升值、市场流动性向

好、上市公司业绩改善等因素，对

A股市场已形成多方位支撑，后市

A股仍有向上空间。

◎板块动向

科德投资建议关注期货概念股，

期货概念股是容易被市场轻视的一

个优秀题材。近期国际国内大宗商品

期货价格变化较大，这种大幅波动对

期货公司来说是一个明显利好，期货

市场的参与和交易活跃度会大大提

升，期货公司的投资机会逐步涌现。

除此之外，原油期货近期开通的呼声

较高，一旦开通，也将大大刺激期货

公司的经纪业务收益。

◎操作策略

和信投顾认为，沪指突破3300
点后出现震荡，市场总体量能相对

于七八月份也略有增加，但市场主

力资金净流出日却大于净流入日，因

此目前需要投资者谨慎为宜。短期市

场量能指标较为关键，如果后续总体

量能不佳，且延续不佳，则市场可能

再次回落，反之则可相对乐观。因此

从投资策略来看，稳健投资者应密

切关注市场量能指标的变化，而短

线投资者适量逢低参与即可，但要

控制仓位。 栏目主持：何涛

监管层终于出手了 听！泡沫破裂的声音……
有人说，“不喝泡沫，就喝不到

啤酒！”

但暴风雨来临时，一头扎进泡

沫的人们仍未醒来。

9月4日，央行官网发布“中国

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

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

风险的公告”称，国内ICO（首次代

币发行）融资大量涌现，投机炒作

盛行，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严

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

公告指出，代币发行融资是指

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

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

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

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

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

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

等违法犯罪活动。从公告发布之日

起，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

即停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

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已完成代

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做

出清退等安排。

其实，ICO泡沫在周末期间就

破裂了。

据“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ICOCOIN在9月2日暴跌近36%，比

特币跌破4500美元，跌幅高达500
美元，以太币从390美元一路跌至

340美元。事实上，9种主要的数字

货币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在大部分普通投资者看来，

ICO最具诱惑的是高回报率，“一

币一别墅”是圈里最近很流行的一

句话。比如有媒体报道：上海一个

卖手机的小伙子，两年前用父母给

的20万元投了一个区块链ICO项

目，今年上半年发现账户资产已经

暴涨至600万元；还有一个做小私

募的合伙人，这两年用三四千万投

了数个ICO项目，如今资产已经达

到30亿元。

一些通过ICO发行出来的新

币在社区内爆炒，价格可以在短期

内增长上百倍，极高的利润不断吸

引玩家们入场。甚至很多原本在广

场上跳舞的大妈，也被吸引来参与

ICO项目。

7月25日，国家互联网金融安

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了《2017上
半年国内ICO发展情况报告》。监

测发现，面向国内提供ICO服务的

相关平台43家，完成的ICO项目累

计融资规模折合人民币总计26 . 16
亿元，累计参与人次达10 . 5万。这

样的火热，终于引发了监管层的高

度重视和警惕。

8月24日，银监会起草《处置非

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银监

会指出，目前非法集资以直接吸收

公众存款、投资理财等为主，而以

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私募股权投

资等名义的非法集资层出不穷、花

样翻新，迷惑性强，辨别难度大。

上周开始，监管层更是频频发

出警告，警示ICO风险，称其涉嫌

诈骗、非法证券、非法集资。

泡沫终于破了，泡沫面前，没

人能保证笑到最后。 本报综合

5999元，畅游俄罗斯超值活动开始了！！
为庆祝神州国旅成立20周年，

回馈老客户，我们特地推出畅游俄

罗斯活动，5999元的优惠价格，畅

游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谢

尔盖耶夫镇，广袤的俄罗斯原野，

一望无际的森林，亭亭玉立的白桦

林，庄严华丽的教堂……将清晰展

现在您的面前！年轻时的梦想即将

实现，耳边响起《喀秋莎》《莫斯科

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熟悉

的旋律……

该线路有以下优势：

航班：首都航空直飞莫斯科，

青岛起止，免去转机烦扰

住宿 :莫斯科圣彼得堡安排三

星级住宿，保证休息舒适

餐饮：金环小镇品尝地道俄式

餐饮

交通：优选舒适旅游巴士，安

全快捷；四人包厢软卧舒适高效

景点：红场、瓦西里升天大教

堂、列宁墓、阿尔巴特大街、谢尔盖

耶夫镇、夏宫花园、冬宫、喀山教

堂、滴血教堂等

导游：全程专业领队陪同，客

服24小时待机，随时协助您处理旅

途中的问题

安全：赠送旅游意外伤害险

签证：俄罗斯团队免签，免去

签证烦恼，带上护照，说走就走！

另外安排专人陪同送青岛机

场，往返动车，舒适快捷！并独家赠

送价值人民币200元【俄罗斯民俗

博物馆】

为保证团队质量，我们承诺全

程无强制消费，让您的出行无后顾

之忧！

该团目前报名火热，全团仅有

35个名额，9月15日前报名可赠送

价值99元同仁御颜全结晶蜂蜜一

瓶！先到先得，速

速报名吧!
热 线 电 话 ：

88953388 13706410657

(同微信)

金秋的胡杨林看过来—
新疆专列来了—没到过喀什，别说你到过新疆！

正值金秋送爽，瓜果飘香，又

到了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了，山

东神州国旅特推出新疆(南疆)专
列，金秋美景一路看不停！

精选景点：

张掖:七彩丹霞、大佛寺

吐鲁番 :火焰山、坎儿井、葡

萄沟、维族家访

库尔勒：博斯腾湖、铁门关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

窟

中卫：沙坡头、通湖草原

喀什：香妃墓、大巴扎、艾提

尕尔清真寺、金湖杨森林公园

出发时间：10月7日左右 超值价

格：硬卧上铺3180元 中铺3580
元 下铺3980元 软卧上铺4380
元 下铺4780元

作为山东人自己的旅游专

列，我们安排全程优秀导游陪同，

专业医生精心陪护，双重保险保

障安全，让您出行无忧！

9月10日前报名，赠送价值

299元同仁御颜阿胶口服液!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

报名热线:86993308 67879929

13706410657(同微信)

门店加盟热线：13969092906

以森林产品带动森林旅游发展
山东省林业部门“鲁林优品”平台项目落地
□记者 张淑芬

生活日报9月4日讯 好消息，

山东人食品安全再升新台阶。9月2
日，由林业部门打造的鲁林优品产

业平台在淄博市临淄区落地，将采

用“互联网+森林食品+社群经济”

模式，将安全放心食品送森林源头

直接送到老百姓餐桌，以食品为依

托，进一步发展森林旅游等相关产

业。

鲁林优品负责人介绍，它是由

山东省林业厅指导并依法监管的

省林业产业联合会成立的互联网

林业产业平台。它以中国森林食品

垂直平台化运营和整合林业产业

服务为主营业务，立足自身行业优

势，以林业服务为依托，森林食品

为切入点，以“互联网+森林食品+
社群经济”为主营模式，“鲁林优品

集散中心”为重点散货渠道。“市民

进店扫描二维码，之后就可以通过

微信线上购买，送货到家。”该负责

人介绍。

在新型的经济环境下，通过新

型互联网营销方式方法，将真正

“产自山野、源于森林”的中国森林

食品，一站式输送到广大消费者手

中。目前，该平台集12大系列、近千

种国家最新食品行业标准的中国

森林食品。

本次临淄集散中心的落地启

航活动，为大众带来了食品行业的

最新国家标准知识，同时也带来了

数百种经过“中国森林食品认证”

的商品，这对于日益追求品质生活

的消费者来说，无疑又是一波充满

无限吸引力的新潮流。

据悉，鲁林优品成立于2015
年，先后投入近500万元。平台之后

还将在济南、临沂、青岛等地建立

新的集散中心，向社区居民输送最

新最安全的森林原产地产品。“下

一步，以森林产品为依托，我们还

将开发一系列的森林产业，比如森

林旅游等。”鲁林优品负责人介绍，

今后他们还将依托各地林业系统

安全统计数据，重点打造安全森林

水果运输销售一条龙服务，向市民

的餐桌提供最优质最安全的水果。

ICO融资金额与参与人次时间走势

（十亿元） （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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