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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租车市场依旧火
爆。神州租车昨日发布《神州租车大
数据之五一青春出行报告》（以下简
称“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五一”
小长假期间，短租自驾订单量同比增
七成，全国多个城市持续上演一车难
求的火爆场面，成都排名年轻人最爱
自驾游城市的第一名，此外川西自驾
游也跻身最火爆线路三甲。

80、90后出游
63%选择租车自驾游

80、90后年轻人成为租车自驾出游
的主要群体，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80、
90后租车人群中有63%的人选择自驾出

游。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小长假
结婚，今年“五一”，6%的人提前预定租
车忙于婚庆，且以宝马等豪华车系为
主。还有10%热爱工作的用户，“五一”
期间租车主要目的是为了工作便利。

记者了解到，熟人之间拼车出
游日渐成为年轻人假期旅行的首要
方式。据大数据显示，在自驾游年轻
人中，有57%的人会选择拼车。拼车
群体中，异性之间拼车占比高达
76%，多数人选择男女搭伙出行。据
调查得知，男性中开车经验丰富的

“老司机”居多，在拼车旅程中承担开
车、负重等任务，而女性心思细腻，更
多承担准备路途物资等项目，男女搭

配分工更能提高率效率，激发旅行乐
趣。而具有共同自驾爱好的一群朋
友，有时还会组成一个车队出游。

与 2016 年同期相比，80、85 后
租车用户仍在持续增长。95后今年

“五一”期间订单量增幅最快，成为
自驾出游中的黑马。据调查得知，

“五一”小长假，又临近毕业季，不少
大学生也选择利用这个假期完成毕
业旅行，大学生订单暴增，增幅达
182%，远超白领等群体。

川西地区自驾游火爆
跻身全国前三甲

3 天假期，时间较短，300 公里

内的城市周边游成为“五一”小长假
的首选。年轻人在选择中长线旅游
路线时，更注重自己的参与感，容易
受到热门电影、电视剧中相关场景
的影响，像《大唐荣耀》《人民的名
义》《火锅英雄》等热播剧的取景场
地，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往。西安-
华山、南京-西塘、成都-甘孜等自
驾游路线成为火爆的青春路线。

据分析，成都-甘孜、新都桥自
驾游路线之所以火爆，这与成都大
学生人数众多有关。此外，汇聚美食
美景，城市交通路线通达，周边川西
美景众多，所以深受年轻人喜爱。

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80%的年轻人选择手机下单预
定租车。2016年，神州租车在全国率
先推出“上门送取车”服务，让消费
者租车更便捷。在车型选择上，新
车、经济实惠的车型最受年轻人青
睐。今年4月，神州租车新增万辆新
车。其中，大众朗逸、别克昂科拉是
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车型，颇具个性
的高档车凯迪拉克也是首选。

目前，神州租车一年以内车龄
的新车达 5 万辆，在节前全部被抢
订一空。“五一”期间，不少年轻人选
择节后请两天假，与“五四”青年节
再拼个假，出游时间更充裕，出行成
本也大大降低。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最近A股市场的表现实在低迷，
昨天大盘又跌了8.36点，最终沪指以
3135.35点报收。进入5月以来，大盘已
经“两连阴”，整个市场死气沉沉。和A
股市场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
的武术界，几乎每天都有新闻发生。而
究其原因，就是前几天一个搏击爱好
者将一个太极高手 KO 了。话说前几
天，一个名叫徐晓东的搏击爱好者，和
一个太极高手在成都“切磋”，太极高
手不到20秒钟就被KO。而这场比试，
也成为近期武术界最受关注的话题。

A 股市场也有一个所谓的“太极
派”，太极集团、太极实业、太极股份，
都是大家熟知的公司。不过，这三只个
股近期的走势都不太好。而昨天，太极
集团股价盘中一度跌停。所以，A股市
场有时候总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比
如，以前说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是
股市中的奥马电器也要表现一下……

而近期的大盘，从 4 月中旬市场
调整以来，不少个股新低不断，指数也
跌了近 200 点，于是很多人将股市的
短期下跌归咎于管理层对市场的监
管。而昨天，央行旗下《金融时报》发表
文章指出，近期中国监管机构一系列
金融监管举措，虽然会对股票市场形
成一定影响，但投资者对此无需反应
过度。不管是推动金融稳步去杠杆，还
是加强市场监管，目的均是防范和化
解金融风险，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市场
参与各方应有清醒认识。

再说一个昨天盘后的最新消息，
下午四点过，证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
中国证监会党委于5月2日上午又召
开专题会议，结合资本市场和证监会
系统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证
监会同时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
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梳理资本市
场各项风险点，自觉维护和依靠金融
监管协调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牢牢把握资本市场来
之不易的发展机遇。达哥认为，机会是
跌出来的。从防控金融风险、梳理资本
市场各项风险点来看，如果市场下跌
过多，或许会有利好消息出台。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昨日的盘面
以及达哥对后市的看法。前天，达哥在
道达号（微信号：daoda1997）文章中
说，虽然雄安新区概念板块是近期市
场唯一的热点了，但对这种题材炒作，
达哥认为并不适合稳健投资者参与。
于是，就有网友留言说，“看来达哥跟
雄安新区概念股是无缘了”。

这位网友对达哥的“点评”，达哥是
认可的，无缘就无缘吧。昨天市场跌得
最惨的，也就是雄安新区概念股，河北
宣工、京汉股份、庞大集团等多只雄安
新区概念股跌停。看来，雄安新区概念
股的炒作，真的是不好把握。跌的时候，
很多人不敢买，涨的时候，买到就是套。

至于后市，我个人的看法是，前面
的题材翻来覆去地炒，对指数的影响
其实是逐渐在减小。但要想靠银行股
的走强来推升指数，短期看似乎难度
也有点大，暂时还找不到合理的理由。
所以，我认为后市可能还是以震荡筑
底为主基调。至于仓位，还是控制在五
成以下为好。如果持有白马股，仓位可
以高过五成。 （张道达）

神州租车“五一”出行大数据：成都高居全国年轻人自驾城市榜首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机会是跌出来的

像炒股一样炒“洋酒”
不到一周亏了61万

第一步：加陌生人微信：
去年12月初，微信名为“枫叶”的女

人要求加倪先生微信，倪先生以为是朋友
就加了好友。接下来，“枫叶”每天主动聊
天，并提起自己炒股亏了不少钱，但在一
个“高手”的指导下很快赚了回来。

第二步：认识炒股“高手”：
听了“枫叶”的介绍，倪先生也乐意去

认识一下“高手”。“高手”老郭将倪先生拉
入某网络直播炒股平台，跟着买股票小赚
了几千块。几天后，老郭开始介绍炒“洋
酒”，还直播酒交易投资的赚钱截图。

第三步：听从指挥炒“洋酒”：
老郭不断鼓动倪先生加大资金赚大

钱，再加上“枫叶”也说自己清仓股票入金
100多万，倪先生也将资金追加到80多万。
接下来，老郭的指导操作就开始“大变脸”，
不到一周时间倪先生就亏了61万元。

让人疑惑的是，何以倪先生在
“老郭”建议下短短一周亏损61万？
下属会员单位是否采用“对敲”一类
违规行为，从而获取不正当收益？

四川酒交所市场运营中心产品
总监李智明表示，四川酒交所绝对
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有规章制
度约束。不过四川酒交所目前有上
百家会员单位，难免良莠不齐，再加
上会员单位下面又有上百个营销人
员，所以交易所要去进一步核实。

记者随后查询代理会员单位
“深圳市金銮尚诚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2016年
8月8日成立，注册资金仅100万元。
不过记者随后在 3 月 29 日《深圳特
区报》上查询到一则清算公告，“深

圳市金銮尚诚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解散并注销”，这家成立时间还
不到一年的公司，已经在注销当中。
而记者拨打清算公告预留的手机，
对方表示对酒交所并不清楚，公司
以前是一家广告公司。

记者随后再次咨询四川酒交
所，客服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会员
资格的审查，一般是审核资料，并不
会对所有会员单位现场考察。至于
清算公告并不太清楚，会联系会员
单位和倪先生进行沟通。

上周五，倪先生告诉记者，经过与
四川酒交所协商，双方已选择“私了”。

“会员单位还是存在的，登报清
算只是一个手续，公司还存在，后续
事务也会处理。”酒交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其调查的情况来看，酒类品
种走势无法控制，因此并不存在会
员单位私下诱导客户“对敲”的行
为。但他表示下属会员单位确实存
在业务员私下为客户提供操作建议
造成损失的问题。

“酒交所一直禁止会员单位私
自为客户提供操作建议。”据该负责
人介绍，会员单位一般是从客户交
易手续费中获利，在该事件中的“老
郭”，身份是会员单位的一个业务
员，如果客户交易越多利润越多，该
业务员为了刺激客户交易，提供了
错误建议，造成了客户损失，“对这
部分私下建议造成的损失，由会员
单位来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倪先生的遭遇，几乎和不少遭
遇非法期货代理商亏损的故事如出
一辙。今年4月12日，深圳市公安局
经济犯罪侦查局通报，今年以来，查
处非法期货代理商24家，刑事拘留
犯罪嫌疑人404人。警方发现，这类非
法期货交易场所、会员单位伙同代理
商在网上招揽客户，由公司员工扮演

“赚钱客户”、“喊单老师”等角色，通过
QQ、微信聊天和直播间讲课等方式，
诱骗客户在现货交易平台开户注册，
投入资金，模仿期货模式交易所谓白
银、原油等等。

那么，倪先生参与的“四川酒交
所”是家什么机构？据记者查询，四川
联合酒类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酒交所），成立于2011年8月

17日，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从股权
结构来看，有两个国资背景股东，其中
由宜宾市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四川港荣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9%，射
洪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12%。此外，富赛（天津）交易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成都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分别持股23%和16%。

而据四川酒交所官网介绍，该
交易所是经过“清理整顿全国交易
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审核验收并正
式备案的酒类现货交易所。而“酒类
现货交易平台”服务于酒类投资者、
消费者（以下统称客户）的专业电子
交易平台。酒交所交易软件的使用
与证券交易的模式十分相似，客户
在平台上的开户、申购、买卖、提货

等手续非常便捷，每日涨跌幅10%，
采用保证金交易，可做多也可卖空。

4 月 18 日，记者来到希顿国际
广场B座23楼。据交易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交易所是经过“清理整顿全
国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审核验
收并正式备案的酒类现货交易所，
具备相关交易资格。而交易所客户
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交
易所确实收到了倪先生的投诉。从
交易信息看，倪先生是通过一家名
为“深圳市金銮尚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会员单位代理，倪先生入金80
余万，出金 20 余万，确实亏损 60 余
万元，但不能确认是否是旗下会员
单位违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如果
有违规行为，会进行处理。

倪先生介绍说，去年12月初微
信名为“枫叶”的女人要求加他微信，
他以为是朋友就加了好友。接下来，

“枫叶”每天主动聊天，并提起自己炒
股亏了不少钱，但在一个“高手”的指
导下很快赚了回来。听了“枫叶”的介
绍，倪先生也乐意去认识一下“高
手”。去年12月13日，倪先生加了名
为龙腾九州的QQ和微信。

网名为“龙腾九州”的人自称老
郭，他将倪先生拉入某网络直播炒
股平台，倪先生跟着买股票小赚了
几千块。几天后，老郭说自己考察了
一个项目——“四川酒交所”，开始

大谈酒文化酒投资，并且介绍 T+0
操作，可以买多也可卖空。老郭还直
播酒交易投资的赚钱截图。

在老郭的鼓动下，倪先生于今
年1月3日开户入金，一开始只入了
5万元。在老郭的指导下，几天就赚
了一万多元钱。在此期间，老郭不断
鼓动倪先生加大资金赚大钱，再加
上“枫叶”也说自己清仓股票入金
100多万，倪先生也将资金追加到80
多万，“其中一部分钱还是借来的。”

然而接下来，老郭的指导操作就
开始“大变脸”。倪先生接到老郭微信，
指导卖空某洋酒，并截屏给他。结果倪

先生操作没几分钟，洋酒就大幅上涨，
当天就浮亏16万。收盘时，老郭安慰倪
先生，说是操作失误，今后肯定能赚回
来。然而此后几天，倪先生每次买入走
势总是相反，从1月12日到17日，仅仅
不到一周时间，倪先生就亏损61万元。

“每次亏了老郭总说明天会操
作好，一把就回来了，让我要听指
挥。”倪先生说，自己当时没在意，加
上“枫叶”也安慰他，说自己也亏了
不少，自己就没怀疑。但过了几天，
老郭说自己心态不好要休息一下，
倪先生才意识到不对劲，搜了网上
被骗的案例，才确定自己被骗了。

加陌生人为好友 跟着“高手”炒“洋酒”

四川酒交所：拥有相关交易资质

“会员单位”过错？提供了错误建议

亏损亏损““流程流程””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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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信网上陌生
人加微信，像炒股一
样炒“洋酒”，投资者
一周亏损61万元。4
月18日，江苏投资者
倪先生向成都商报
记者爆料，自己通过
微信认识一位“高
手”，在其建议下投资
某红酒品种，该品种
不仅像“炒股”一样涨
跌，还可通过保证金
放大杠杆。然而不到
一周时间，倪先生就
亏了6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