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哥纯玩6日游

团期：7月3/5/10/12/17/19/24/26/31日

8月2/7/9/14/16/21/23日

吴哥5日游

团期：7月8日、15日 旅行亮点：1、杭州直飞吴哥窟；2、安排

世界闻名的水上人家【洞里萨湖】；3、独家安排皮雕孤儿院，

一起参与制作皮雕。

32993299元/人（不含签证税金500元）

59995999元/人（不含签证税金500元）

吴哥之美，不仅仅只是美
吴哥窟，是柬埔寨的国宝，是吴哥古迹

重要组成部分。吴哥窟作为吴哥古迹的重

中之重，已然成为了柬埔寨一张亮丽的旅游

名片。如果你还没感受过历史带给世人的

震撼，还没见证过人类文明的奇迹，那就去

吴哥吧！她因宏大的规模、完美的对称、均

衡的比例、精致的浮雕被称为古代东方的四

大奇观之一。此次旅行还将游览巴戎庙，那

里的每座塔四面都

刻有三公尺高的加

亚华尔曼七世的微

笑面容，好似一个

设计新颖的声光舞

台秀，轩昂的眉宇、

中稳的鼻梁、热情

的厚唇、慈善的气质，国王的微笑反而胜过建

筑本身的宏伟，因此成为旅客颇深的印象，无

怪会被其后代子孙尊称为“高棉的微笑”。

全家出游，收获新奇不断
此次定制游，可以去吴哥窟饱览宏大建

筑群，还可以来一场“探险之旅”。行程中会

有一些探险任务，让旅行充满新奇！比如在

浮雕群中，有当时日常生活，如送礼、生产、杂

耍、建筑、拜神、煮饭等生活故事的描述，浮雕

中也不乏中国人的影子，能不能找一找我们

的老祖先呢？或者学一点简单的柬埔寨语，

挑战和那儿的小朋友对话交流。我们还将

去暹粒市的孤儿院参观访问，让我们的小探

今年暑假，带上全家赴一场吴哥窟探险之旅

报名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80号浙报分类广告营业厅（工作

日均可报名咨询）

咨询热线：0571-85310487、85312016

索要详细行程可加微信号：lvyouqu8

暑 期 是 出 国 旅 行

旺季，旅行费用自然也是居高不下，市场上

的出境游大多都要七八千，很多家庭会望而

却步。好消息来啦！今年暑假，钱报为你定

制了一条超值便宜的吴哥探秘之行——【钱

报独家定制吴哥 5 日游】，只要 3299 元/人

（不含签证税金），7 月 8 日、7 月 15 日仅两

团。暑假带上全家，去吴哥窟打卡吧！

险家们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并送上从家乡带去的文具、衣物，

还有小礼物，献上我们的一份爱心，让旅行增添一份暖意！

钱报定制，还有大礼赠送
★钱报独家赠送大礼包：前 6 名免费升级五星酒店、前

20名送拉杆箱（不含前6名）、安排VIP快速通关、漫画探险吴

哥窟2册、柬埔寨特色灯笼裤一条、手持电扇一个。钱报旅游

会员报名，立减300元。

油价，终于迎来了年内第二降。不同于

第一降时的毛毛雨，这一次下调幅度相当给

力，创下了去年12月以来最大降幅。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

成品油调价周期内（5 月 27 日—6 月 10 日），

国际油价大幅下降，伦敦布伦特、纽约 WTI

油价最低分别降至每桶 61 和 52 美元，回落

至近五个月来的低位。平均来看，两市油价

比上轮调价周期下降9.94%。

半年来最大降幅，92号汽油重回6字头
本报记者 王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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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今天零时起，国内

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465 元、445 元。

根据省发改委通知，此次调价后，我省 92 号

汽油为 6.73 元/升，重新回落到 6 字头，每升

下调了 0.37 元，私家车加满一箱油（以 50 升

计算）可以节省 18.5 元；95 号为 7.16 元/升，

每升下调 0.39 元；0 号柴油为 6.37 元/升，每

升下调0.38元。

今年以来到此次调价前，国内汽柴油共

经历了8次上调，而下调的只有一次，而且下

调幅度只有每升4分钱左右。此次油价大幅

下调，一下子抹去了今年以来近一半的涨幅。

全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变化（元/升）

标号 调价前（国Ⅵ） 调价后（国Ⅵ） 降幅

89号汽油 6.58 6.24 0.34

92号汽油 7.1 6.73 0.37

95号汽油 7.55 7.16 0.39

98号汽油 8.27 7.84 0.43

0号柴油 6.75 6.37 0.38

-10号柴油 7.16 6.76 0.4

备注：自 2019 年 6 月 12 日零时起执行；

其中98号汽油由企业自主定价。

本报讯 高朋满座，客商云集。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将于今天闭幕。钱报记者获悉，该展会今后将一年一期，

宁波作为重要主办地，成为中东欧商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首选

地。梳理进口商品的种类可以发现，食品进口最为突出。

趁着端午小长假，家住宁波鄞州区的张先生每天都会带

着家人来展会逛逛。在他看来，用“味道”感受中东欧，是最直

接的。

红葡萄酒、果汁、酥软饼干⋯⋯随着今年希腊加入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朋友圈”，中国-中东欧国家的“16+1 合作”

正式扩展为“17+1 合作”，这无疑为中国-中东欧国家的企业

带来更多新机遇。杭州、宁波等地企业，也在此实现了“走出

去”、“引进来”，消费者“买买买”有了更为丰富的选择。

来自江苏的黄佳是名“90后”，和中东欧各国做生意已有

三年多时间。“我们贸易往来主要是罗马尼亚，那里的红酒和

棒棒糖最有名。”黄佳说，这次参展，她带来了 2000 多根棒棒

糖，在展会期间以特价每 3根 50元的价格出售。“原本打算展

会最后两天才开始出售，没想到，开幕不到两天，基本只剩下

样品了。”

展会向公众全面开放以后，来自各地的吃货们都提前做

好了“功课”。他们看中的，是各展馆内知名的货品。比如，塞

尔维亚的水果味鸡尾酒、波黑的冰红茶，还有马其顿的养生松

露果酱、匈牙利的蜂蜜等。有些人甚至将这些产品记在本子

上，带着攻略逛展会。

展会期间还同期举行了第二十一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

谈会。杭州、宁波等地组织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杭州就有包

括华润万家、贝店、嘉实、爱康生物等428家零售商、进口贸易

商、跨境电商平台组成的采购团。同时，还展示、推介杭州丝

绸、纺织、造纸、电器、工具等特色产品和优势产业，集中展现

“杭州实力”。

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将一条足有百斤的太平洋金

枪鱼摆在展馆内的醒目位置，吸引了很多采购商。公司现场

负责人余磊介绍，为了把这条大鱼运到舟山，他们动用了特殊

的冷藏设备。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参展商告诉记者，远洋海

产品在东欧有很大的市场，希望通过此次洽谈，把中国的优质

产品输送过去。

新疆阿克苏地区（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浙江省产业援

疆现场举行了对接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成功签约24个项

目，签约金额61.19亿元。 本报记者 王益敏 楼纯

中东欧“朋友圈”带来新美食
吃货们饱了口福

本报讯 受到积极财政政策加力的信号

刺激，昨天 A 股市场大幅反弹，其中大盘涨

2.58%，重返 2900 点上方，创业板指数大涨

3.91%。引爆昨天市场的是基建股，中设集

团、苏交科、祁连山、兰石重装等股涨停，海螺

水泥、中材国际、中国铁建、中国交建和中国

建筑等涨幅均超过 4%。基建股的全面反弹

激活了市场人气，昨天两市共有 119 只个股

涨停，沪市成交量放大至 2500 多亿元，相比

周一放大五成以上。

“大盘能迅速回到 2900 点上方，一是美

股在继续反弹，二是全球已经有多国央行陆

续降息。在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国内政策

也发出宽松的信号。”私募程先生表示。

乾通易嘉王志强认为，受益于政策发力，

建筑股正迎来转机，可以重点关注。建筑股

年初至今累计下跌 1%，表现在两市各行业

板块中倒数第一，估值和机构配置比例接近

历史最低。如中国铁建目前 PE 为 6.2 倍，接

近去年最低 6.1 倍（为近五年最低）。今年货

币利率环境好于去年，公司业绩和订单增速

好于去年，现金流也好于去年。王志强认为，

中国铁建今年的PE理应高于去年。

就指数来看，王志强认为，从 5 月 10 日

至今市场处于弱反弹阶段，目前看这个阶段

仍没有结束，短线还要继续观察 2830 点至

2930 点这个平台的支撑力度。“如果 6 月底

前外围出现新的利空，市场仍有可能失守这

个平台。”王志强表示。山西证券策略分析师

麻文宇建议配置公用事业、必需消费品蓝筹、

农林牧渔、黄金等板块，也可考虑小仓位介入

中小盘科技股。 本报记者 刘芫信

多国央行陆续降息，资金面暖风频吹

基建股引爆市场，A股再现百股涨停
多国央行陆续降息，资金面暖风频吹

基建股引爆市场，A股再现百股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