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酒板块
近期，A股市场白

酒板块表现抢眼。经过
洗牌，当前白酒行业强
者恒强，优胜劣汰趋势
明显。其中，贵州茅台
表现一枝独秀，昨日开
始冲击400元大关，最
高达396.5元，再创历
史新高。

行业剖析
3月份以来，除贵

州茅台外，表现抢眼
的还有泸州老窖、五
粮液、洋河股份等。
有分析称，未来几年
将是白酒行业的第
三轮牛市，股价仍有
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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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酒会催涨白酒股
茅台冲击4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

立志创业的朋友有福了。个贷中心
联合成都 60 余家商业银行，推出多种
方式的贷款，有无抵押都能轻松贷到
款，无需手续费，对于急于寻找资金支
持的个人或创业企业，无疑雪中送炭。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主不妨拨打
028-86748844，或直接去个贷中心（位
于顺城大街249号成都银行4-7楼），额
度高、放款快速、有无抵押都能轻松贷到
款，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元。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理，有
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款，无
需手续费，立即拨打 028-86748844 免
费咨询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可凭借每月
工资放大 60 倍办理，月息最低 2.5 厘；
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还可用个
人商业保单贷款，年缴保费放大60倍，
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
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名下
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营
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
样，均可办理；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贷款品种包括信用、保单担保、动产
抵押、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
的多个贷款品种。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金，
也可拨打 028-86748844 申请汽车贷
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 2.5 小时贷到
款，月息低至 8 厘。个贷中心现推出贷
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
装过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金周转，奔驰
车被查封，通过个贷中心向银行申请到
35万元的应急贷款。
■中国式合伙人

个贷中心聚焦全国中心城市的发展
战略，正逐步在昆明、贵阳、泸州、重庆、
西安、深圳、广州等地建立集团分部。

个贷中心现开启中国式合伙人的
战略模式，欢迎各地有识之士加入，一
起在个贷中心的平台提升自己与公司
的价值，共同成长，共享未来。合作热
线：028-86748844。

观于山，方知天地之宽；行于海，
始知水之博大。遇见KX7尊跑的瞬间，
感受其傲然于世的风华，才真正感知
到硬派与豪华汇聚后的不凡魅力。
KX7尊跑用硬朗、凌厉的大气设计，演
绎出都市精英群体对高端品位与激情
生活的双面追求。前脸部分，凸显钻石
雕琢质感的虎啸式前中网稳居中盘，并
与两侧HID氙气前大灯组形成连贯设
计。前雾灯组与镀铬装饰相得益彰，磅
礴之势呼之欲出。车身侧面，干练克制

的线条结合收紧的下方腰线，让侧面紧
实而修长，极具力量感，演绎出SUV的
不羁内心。车身尾部，规整而层次分明
的线条勾勒出简洁有力的尾部轮廓，
LED后组合尾灯画龙点睛般镶嵌其中。
这种刚柔并济、兼具大气与狂野的双重
魅力，正是对现代商务精英人群追求尊
贵与品质，同时又渴望继续超越、再攀
高峰的激情内心的完美诠释。
驰骋世界的磅礴气势，源自芯怀

壮志，未来可期。KX7尊跑提供Theta2.
0T-GDI、Nu2.0GDI、Theta2.4GDI三
款动力总成以供选择，匹配6挡手自一
体变速器，兼具高性能与卓越油耗表
现。其2.0T-GDI涡轮增压发动机车
型，最大功率241Ps/6700rpm，最大扭
矩353N·m；2.4GDI发动机车型，最大
功率188Ps/6700rpm，最大扭矩241N·
m；Nu2.0GDI发动机，最大功 率
163Ps/6800rpm，最大扭矩203N·m。三
款发动机车型均配备电动助力转向，

2.0T车型更标配有发动机智能启停系
统（ISG），实现了更为高效的燃油效
率。此外，其四驱车型采用的适时四驱
系统，可结合具体路况及驾驶状态来
自动分配前后轮的驱动力，从而提升
车辆通过性，满足多样性行车需求。
胸有成竹的沉稳，与内心的波澜

不惊，只因坚信波折必定化险为夷。
KX7尊跑首次应用了代表着新科技总
成的品 牌———智享未来（DRIVE
WiSE）。包括前方防撞辅助（FCA）、
智能自适应巡航 （SCCw/S&G）、车
道偏离预警（LDW）、智能远光灯辅
助（HBA）、全景影像（AVM）、盲点
碰撞预警 （BCW）、倒车碰撞预警
（RCCW）等安全配置，帮助车主更
好应对各类路况。此外，前后方泊车雷
达、上坡辅助（HAC）、独立数显胎压
监测系统（TPMS）、紧急制动频闪
（ESS）、电子手刹（EPB）、车辆动态
稳定控制系统（ESC）等同级别领先

的安全配备，以及大幅适用超高张力
钢板，让KX7尊跑安全性能更胜一筹。

心怀天地，方知世界格局，才能尽
情体验大千世界的无限精彩。在KX7
尊跑领先的宽适空间内，与家人一同
感受每一个精彩瞬间。KX7尊跑不仅
空间尺寸傲视同侪，通过对座椅进行
多样化折叠还可打造出多变空间，及7
座车型最大可达1648L的后备箱空间，
来满足多种出行需求。KX7尊跑配备
了带有导航功能的8英寸高清触摸屏，
可同时支持苹果CarPlay&百度Car
Life手机互联系统，轻松连接手机端的
音乐、导航与电话等功能。一键启动&
智能钥匙、全景天窗、驾驶席8向电动
调节+2向电动腰托、副驾驶席8向电
动调节、双区独立自动恒温空调、空气
净化器、后排及第三排空调出风口等
豪华装备，以及联手全球顶级音响品
牌JBL量身定制的豪华音响系统，缔造
KX7尊跑礼宾级的出行驾乘感受。

东风悦达起亚硬派豪华大尺寸7座SUV
KX7尊跑燃情上市

2017年3月16日，东风悦达起亚
硬派豪华大尺寸7座SUV———KX7
尊跑在六朝古都南京隆重上市，正式
开启了征战中大型SUV市场的征程。

KX7尊 跑 发 布 Theta2.
0T-GDI、Nu2.0GDI、Theta2.4GDI
三款动力总成共7款车型，售价区间
为17.98万~24.48万元。而竞争力更
强的顶配车型，也将在不久后盛装上
市，在产品力与价格方面为消费者创
造更多惊喜。外观方面，KX7尊跑提
供大漠金、檀木黑、典雅红、耀金灰、透
明白、珍珠白六款外观颜色，及黑色、
棕色、Turbo专属黑色三款内饰颜色。
东风悦达起亚准确洞察二胎政策

推行后，中国“大家庭”现象带来的消
费趋势，以及中国消费者逐渐升级的
汽车消费需求，在中大型SUV市场渐
热之际，推出了集“硬派”与“豪华”
双重魅力于一体的大尺寸7座SUV—
KX7尊跑。其目标客户群体，锁定
35-45岁的现代商务精英。他们既是
真正的男子汉，事业有成，积极进取，
勇于挑战，有责任有担当；又是伟岸的
父亲，热爱生活，关爱家庭，关心子女，
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他们，将与KX7
尊跑一同开启全新的成长之旅，在更
多的美好瞬间，体验到KX7尊跑带来
的极致品味生活。

作为中国都市SUV开
创者，东风悦达起亚已在SUV市场
布局有KX5、KX3、智跑等多款产
品，备受青睐，赞誉无数。KX7尊跑
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东风悦达起亚
进一步覆盖了中大型SUV市场，在
帮助企业巩固现有优势基础上，占
据更多市场份额；同时，KX7尊跑
也将肩负起KX系列排头兵的重
任，为企业SUV家族增添光彩，并
助力东风悦达起亚高端形象的塑
造，及品牌力的提升。
KX7尊跑的上市发布，也是东

风悦达起亚基于2017年“双七战
略”经营方针推出的首款新车。在
完成2016年目标基础上，东风悦达
起亚顺应市场走势，并结合企业
“NewDYK2020”战略发展规
划，提出了以“投放7款新车型，实
现产销70万辆”为核心内容的“双
七战略”经营方针。通过大力推进
组织经营的变化与革新活动，打造
企业坚实支撑力，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通过坚持品质经营和技术创
新，推出KX7尊跑、AB、ND等7款新
车型和改款车型，提升产品市场竞
争力；通过大力提升企业品牌营销
和市场销售能力，提高企业品牌形
象和品牌竞争力；通过全力保障企
业运营效率和效益，向全年70万辆
产销目标发起冲击，全力推进2020
年百万产销体系的构筑与落地。
心至，天地宽。对KX7尊跑与

东风悦达起亚而言，全新征程已
拉开帷幕。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
的旅途风光，必定精彩无限。

双面魅力
大有可

双七启航
待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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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急需资金？
免费贷款找个贷

昨天，恒生指数继续上
涨，又创出 2015 年 7 月以来
的新高。眼看港股不断创新
高，沪指依然在为冲击3300
点不断发起冲击。于是，不少
人都在羡慕，还是港股好啊，
难怪那么多资金通过沪港
通、深港通流入港股市场。

不过达哥觉得，虽然现在
A股表现不如港股，但A股也
并不缺少优质公司。而最近有
一类A股公司已悄然成为机
构的宠儿，同样在不断创新
高。达哥想说的这类个股，就
是指具有业绩支撑的蓝筹股。

港股有股王腾讯，A股也
有股王茅台。昨天，茅台最高达
到396.5元，同样在创新高，并
且开始冲击400元整数关口。
在茅台的带动下，整个白酒板
块也都表现强势，泸州老窖、五
粮液、山西汾酒、水井坊等，都
在不断创新高。前期，达哥在道
达号（微信号：daoda1997）中说
过，白酒行业正在迎来景气周
期，现在看来，这个板块的表现
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除白酒股外，一些医
药股中的明星股也是类似
情况，比如云南白药、白云
山、片仔癀、马应龙、东阿
阿胶等。另外，被王亚伟长
期看好的三聚环保，昨天

也暴涨 8.71%，创下历史新
高。而三聚环保的业绩，同样
也是非常出色的。其实，类似
白酒股、医药股、三聚环保这
类个股，不管是放在 A 股市
场，还是放在港股市场，都必
然会是机构的宠儿。只要坚
持价值投资，不管在 A 股还
是港股，都是能赚大钱的。

最近，很多人喜欢将港
股市场与 A 股市场进行对
比，最喜欢讨论的就是到底
是港股 A 股化，还是 A 股港
股化。在达哥看来，两地市场
其实还是相互影响的。近期，
价值类个股再次成为机构宠
儿，并且股价越来越贵，这就
是 A 股正在被港股化。而港
股方面，美图近日出现暴涨
暴跌，似乎也是内地资金疯
狂炒作的结果，这或许也就
是港股A股化的结果。如今，
两大股王齐创新高，看来，未
来炒股需要的是新思维。

最后简单说一下后市。
大盘连续两天反弹，依然没
有收复上周五的失地，整体
来说属于表现平稳。因此，
对于后市的观点，也暂时没
有新的变化，继续等待行情
的突破，再做仓位上的变
化。 （张道达）

第9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本周起在
成都举办。据了解，有来自海内外四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糖酒食品企业，将携数万食
品、酒类新品来到成都，开展看样订货、洽谈
交易，全国糖酒交易会已成为全国酒类和食

品行业流通环节最大的交易平台。

借助糖酒会东风
白酒板块表现抢眼

借助糖酒会的东风，A股市场白酒板块
近期表现抢眼。昨日盘中，白酒板块再次集体
大涨。茅台再创历史新高，开始冲击400元大
关，最高达396.5元。截至下午收盘，伊力特
（600197，SH）涨停，五粮液（000858，SZ），金
种子酒（600199，SH），山西汾酒（600809，
SH），泸州老窖（000568，SZ）涨幅超5%。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除了来
自五湖四海的参展商外，一些机构也会在
糖酒会期间组织投资人进行调研。某食品
饮料行业分析师已连续8年参加糖酒会。据
他介绍，参加今年的糖酒会，能够明显感受
到白酒行业的热度比前两年高出不少。他
指出，虽然此次参加糖酒会的投资者人数，
距离2011年~2012年白酒行业巅峰时期还
有不小的差距，不过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投
资者逐步认可白酒行业基本面。另有参会
的行业分析师向记者表示，近两三年糖酒
会的人气有逐年加温的趋势，今年的人气
高于往年。

未来白酒行业
股价还有上涨空间

1919 是近年来崛起的酒类新零售龙
头。据了解，1919在糖酒会期间表示，经过
行业大洗牌，当前白酒行业强者恒强，优胜
劣汰的趋势已较为明显，其中茅台的表现
一枝独秀。

据1919介绍，来自茅台的销售收入占
了公司总收入的 20%，不过现在茅台出现
30%的断货率，公司感到拿货的压力很大。

去年，广发证券食品饮料团队曾提出
2016年~2020年将是白酒行业第三轮牛市，
目前其依然坚持这一观点，认为白酒行业的
股价还有上涨空间。另外，有酒业专家近日
指出，预计今年一季度五粮液销售迎来开
门红，其判断一季度五粮液将完成全年收
入计划的 30%~40%，预收账款达到去年回
款额的80%。在销售策略上，五粮液今年将
控量提价，预计2017年核心产品52度水晶
瓶五粮液（俗称“普五”）计划缩量25%，用其
他系列酒弥补市场份额。虽然2015年下半
年以来已经有过几轮涨价，不过专家预计
普五价格接下来可能还有提升空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3月份以
来，贵州茅台表现明显强于大盘，股价累计
上涨超10%（同期上证指数处于横盘整理状
态），而泸州老窖、五粮液、洋河股份的累计
涨幅也不错。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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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股王齐创新高
未来炒股需要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