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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俱乐部最近有啥

活动没有？”最近这几天，随

着天气的日渐转暖，不少读

者前来 178 理财俱乐部询

问。此前，俱乐部曾开展过

爬山、秋游等多次户外会员

活动，而今，阳春三月即将到

来，178 理财俱乐部又怎会

辜负这大好时光？据悉，一

场“喜迎周年庆，豪华邮轮

游”的春日浪漫之旅正在酝

酿之中。这一次，俱乐部将

带着会员们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 5 天 4 晚日韩邮轮游，一

起走起吧！

本报记者 梅丹 春暖花开出游季
日韩邮轮5日4晚行

“我每年都出去旅游的，儿女们没空，我

就和小姐妹一起去。”读者李阿姨一次在俱

乐部等待咨询时和别的读者聊起自己的“驴

友”经历。在场的读者也大都有相同的体

验，“我也常常出去旅游，不过我是跟老年团

去的。”张大爷接过话茬说到，“但这两年年

纪大了，自己出门儿女不放心，身体也不如

从前，长途坐车吃不消，还要晕车，走路也嫌

累。”张大爷这一说得到了在场很多读者的

认同。

世界那么大，可是上了年纪的人群却不

得不服老，有时候只得限于身体的劳累，出远

门旅行便成了奢望。

178 理财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在知悉了读者这一需求后，便开

始了一场浪漫的策划。“我们想了很多方案，

但最终定了邮轮，这种旅行方式当下不仅流

行，而且在体力消耗上也很小，属于舒适型的

出游。”工作人员小王介绍到。吃喝玩乐、看

海畅聊，“豪华日韩邮轮 5 天 4 晚游”的感恩

回馈旅行计划便诞生了。

“我们希望这次旅行能给我们俱乐部的

会员们带来一次身心欢畅的旅行，在旅行中

不仅可以吃喝玩乐，更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起交流投资理财知识。”小王谈到了

本次旅行的初衷。

吹着海风
享受五星级豪华

本次邮轮选择的是歌诗达赛琳娜号，隶

属于欧洲最大的邮轮公司——意大利嘉年华

邮轮公司，首航于 2007 年。赛琳娜号船长

290 米、宽 35.5 米，甲板共 14 层。该邮轮独

具古罗马风格，置身其上，犹如置身于海上梦

幻宫殿。

在邮轮上，你可以享受24小时的餐厅服

务、专属的客房管家服务、儿童托管服务、客

房免费送餐服务和行李免费托运至客房等尊

享服务；你也可以在阳台上享用早餐，看太阳

冉冉升起，享受精致可口的西餐、挑动味蕾的

中餐、随心享用的自助美食；你还可以在夹板

上追逐光影、在泳池边享受阳光，更可以在音

乐厅聆听曼妙的乐章，贵族般的生活尽在此

次邮轮之行。

远离喧嚣、远离舟车劳顿，在和家人一起

享受美好时光时，邮轮已经把你带到了下一

个国度。178 理财俱乐部诚邀您一起享受本

次诗意的慢时光。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免费！免费！免费！

既然是感恩回馈，178 俱乐部就打算豪

气一番。只要在 2 月 17 日至 3 月 18 日这一

个月时间内，单个账户累计新增推荐产品投

资 200 万（含）以上，就可获得日韩豪华邮轮

5 天 4 夜 1 个免费出行名额；300 万（含）以上

的，可获得日韩豪华邮轮5天4夜2个免费名

额，详细名额可咨询178理财俱乐部。

本次日韩游的出行时间为 3 月 27 日至 3

月 31 日，邮轮将从上海启航，届时俱乐部将

会统一安排车辆把参加的会员送到上海邮轮

码头，统一出行，省去了会员自行前往上海的

琐碎行程。

如果投资者符合条件，但在活动时间里

无法抽身参与行程怎么办？俱乐部工作人员

称，投资人可将免费出游名额转让给自己的

家属，如果投资人或其家属都不去，则算为自

动放弃名额。同时，若出行者为75周岁以上

的老人，则需开具健康证明，并有家属陪同方

可出行，其中，陪同名额将按照团队价格自理

所有费用。

符合资格并且乐意享受本次日韩游的投

资者，届时需准备好以下材料：护照原件、身

份证复印件、个人资料表（将由旅行社提供）、

户口本全本复印件。对本次178理财俱乐部

感恩回馈—日韩豪华邮轮 5 天 4 晚游有兴趣

的读者，可至钱报178理财俱乐部详询。

咨 询 热 线 ： 0571-85310000，

85311064，85310410

现场咨询地址：体育场路 182 号“钱报

178理财俱乐部”旗舰店（浙江日报社旁）。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复兴路，地铁四号线施工现场，沿街开满

的铺子有些“灰头土脸”，其中一家不起眼的

五金铺子里，坐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衣着

简朴，头发有些花白，从外表看，这位年过六

旬的老人，很难与“叱咤股林”这四个字联系

到一块，但其实，他手里打理着二十余个账

户，资产总值达数千万。

不贪不惧 严设止盈线
这位老者名叫赵国强，原本是东南化工

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因酷爱无线电，不到 20

岁就离开了化工厂，醉心于无线电精修领

域。而与股票结缘，则是在其年过半百之际。

“2003年时，完全是受身边朋友影响，被

拉进股市的，连操作系统都不会用。”赵国强

告诉记者，刚入市时是带着自己“小金库”的

5 万元开始了股海沉浮。起初，与大多数的

普通股民一样，也喜欢买低价股，数量不多品

种不少，最多时账户里有十余只股票，费力费

神不说，能赚钱的时间更是不多。在数次“交

学费”和买卖得失的过程中，老赵渐渐对炒股

有了兴趣，尤其是经过自己研究后赚到了钱，

那种成就感颇令他心动。

不过，他的充电和学习主要是通过报名

参加股票实盘擂台赛，用他自己的话说：“这

是我逐步走向成功的最关键的一件事。”实战

是最好的锻炼方式，参加擂台赛不仅锻炼了

自己的心态，还结交了大量炒股高手，从中学

到了许多经验。

常年参加实盘比赛，获得过十数次擂台

冠军，老赵介绍说，他进入股市前后总共投入

的本金为 30 余万，但不管账户里有多少市

值，总会给自己设一个止盈线，超过部分就会

取出进行房产购置。十余年下来，他现在的

止盈线已经是 130 万了，一过这个数多余的

钱就取出来，陆续在杭州购置的商铺、商品房

已有4、5套。用老赵的话说：投资股市，一定

要有良好的心态！不贪不惧！

选股偏小盘 重点炒重组
通过不断的实战和交流，老赵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一套选股理念，他选股核心的要素

有这样几条：

首先，他比较偏好小盘股，基本不考虑股

本超过20亿的，偏重10亿左右的中小盘股；

其次，重组股的“壳”一定要干净，债权债

务一定要清晰，没有拖泥带水的最佳；

另有一点老赵颇有心得，那就是紧盯牛

散动向来选股，对基金重仓股反而敬而远之。

老赵每年研究的股票大约有五六只，实

际操作的也就3只，持股时间都比较长，很少

做差价，因此，并不需要每天盯盘。他较为偏

好重组股，是因为曾经在 ST 板块尝到过甜

头，因此情有独钟。其经典“战役”有：ST 昌

河（现在的中航电子 600372），7.5 元左右买

入，卖出价 38 元附近；ST 迪康（现在的蓝光

发展 600466），9 元买入，卖出价 20.9 元；ST

化建（现在的延长化建600248），买入价7元，

卖出价14元⋯⋯

在2015年的股灾中，老赵基本上都保住

了牛市的胜利果实，原因不是及时逃顶，而是

及时止损后，他通过细致分析，成功捕捉到了

富春通讯（300299）以及申科股份（002633）两

只牛股，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打了一场漂

亮的翻身仗。

炒股紧跟政策 鸡年主攻国改
赵 国 强 的 炒 股 秘 笈 是 紧 跟 政 策 。

2014、2015 年，国家提倡“全民创业 万众创

新”，他在创小板上下的功夫很多，并受惠

最大。去年下半年，随着“去虚入实”“加快

国资改革步伐”等政策的推进，老赵敏锐感

觉到市场会转风向，选股方面开始进行大调

整，主要注意力从创业板全面向国资改革主

题调整，并重点关注军工题材。他操作过的

有 ST 鲁丰、ST 钱江、ST 如科、中兵红箭等，

其中 ST 钱江经过几个小波段操作，盈利已

经翻倍。

老赵坦言，时值 2017 年，慢牛格局已经

形成，现在炒股需要做些小波段，而他最关注

的是国资改革板块，尤其是军工板块，目前还

持有中兵红箭，ST 锦华、ST 钱江以及新黄

浦，看重的是国家政策导向和这几家公司的

技术实力、国资背景等。

机修五金店主 五十岁入市

五万元起家炒股 如今坐拥五套房

钱报178理财俱乐部春日感恩大回馈

免费看世界 豪华邮轮游等你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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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经历了 2015 年下

半年和 2016 年年初的三次

“重击”，绝大多数投资者都

受伤惨重。不过，还是有成

功避险，甚至继续“锦上添

花”的高人，能在风云莫测的

股市里出奇制胜，他们的炒

作手段有何独到之处？在

此，我们推出“民间高手”系

列报道，挖掘生活中的民间

炒股高手，让更多的投资者

了解、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成

功经验，以期在今后的投资

路上，少走弯路、少落陷阱、

少交学费。

如果你有炒股的故事

并愿意分享，请与我联系：

0571-853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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