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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两极分化”——

53度飞天茅台有价无市
其他系列产品存货多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共享单车第一股”永安行
上市首日大涨43.99%

8月17日，永安行正式上市，开盘即一字
涨停，涨幅43.99%，报收38.66元。按照两市规
则，新股首日股价最高涨幅为发行价的44%。
永安行上市首日，即直接逼近该极限值。

根据公开信息，永安行A股股本为9600
万股，其中上市交易数量为2400万股，股票
发行价为28.65元，募集资金5.8亿元，其中
约八成多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共自行车系统
建设及运营项目运营资金。另外，根据此前
发布的半年报，永安行上半年实现营收4.74
亿元，同比增长 43.46%；净利润 6135.51 万
元，同比增长20.99%。

永安行之所以上市受到极大关注，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其“共享单车第一股”的概念。不过
不仅永安行创始人孙继胜曾多次公开表示“我
们不是共享单车第一股”，其业务构成也证实其
跟外界理解的靠共享单车概念上市出入较大。

在永安行招股说明书的定义中，有桩公
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业务都属于公共自行
车，有桩系统一般指政府付费投资的有桩公
共自行车系统；而社会资本投资、用户付费
的无桩公共自行车业务，则一般称为共享单
车业务。通过招股说明书可以发现，其公司
收入的真正来源是公共自行车系统销售、公
共自行车系统运营服务，收入占公司整体收
入比重的99%以上，而共享单车只占其业务
量的0.05%。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急需用钱，希望放款快额度又高，
贷款利息再低一点就更完美了。现在，
急 需 贷 款 的 个 人 和 小 微 企 业 拨 打
028-86748844或者去个贷中心（天府广
场旁，顺城大街249号）申请银行贷款，
都有机会享受无抵押、额度高、放款快、
利息3厘的银行贷款产品，最高额度可
达1000万元。在个贷中心，除了房产车
辆可以贷款，现在连车位也可贷款！
■放款快，车贷两小时拿钱

针对车抵贷，个贷中心给予了不少
便利，一般当天就能申请到贷款，且月
息低至 3 厘。此外，个贷中心还推出新
的政策：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
过GPS的车都可以申请。

张女士急需 25 万用于生意周转，
因欠货款未到位，就直接将车开到个贷
中心楼下，在信贷经理了解掌握详情
后，便为她安排了二手车评估师，30分
钟内就解决了资金问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自己找银行贷款，需要层层审批，而
拨打028-86748844，没有抵押物的小微
企业、个人都可拿到银行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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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个贷联合各银行，主打低于同期银
行利率20%、利率仅3厘的贷款产品。按
揭房贷款提供身份证、购房合同证明和
稳定工作凭证，即可享受个贷担保服
务，最快一天就能拿到贷款。
■额度最高可做到1000万

个贷最新推出的宅急贷，不收取服
务费，5分钟出额度，当天可放款，最高
额度达 1000 万元。公寓住宅房产证持
有6个月以上，房龄低于30年可办理。
最多可抵 3 套房，支持按揭房二次抵
押。咨询电话028-86748844。
■不要证件，轻松申请1-50万

近日，个贷中心推出的极优产品
“简单贷”，凭身份证即可贷款，利息低
至3厘，10分钟即可拿钱。速度快，资料
简单，不看征信，不看负债，立即拨打
028-86748844免费咨询办理。

急用钱找个贷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当 53 度飞天茅台“一瓶难
求”的同时，茅台其他酒却几乎
被市场遗忘。连日来，成都商报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茅台酒产品
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消
费者独爱飞天茅台，且只要53度
的！而其他茅台系列酒、43度飞
天茅台等，却并不被市场追捧。

与此同时，当53度飞天茅台
在国内市场出现非理性抢购、供
不应求时，部分海外华人、海外旅
游的国人开始从海外回购茅台，
各种“海外代购”也重出江湖。

53度飞天茅台有价无市
其他系列酒打折促销

近一段时间来，53度飞天茅
台销售持续火爆，供不应求。作
为消费者，如果买不到53度飞天
茅台，买其他茅台酒行不行？但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结
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8月16日，在红星路附近的
一家某酒类直供连锁超市，53度
500ml 装飞天茅台只剩 1 瓶。店
方表示，由于茅台公司限价1299
元，对违反的经销商要重罚，因
此不敢涨价。但公司进价更高，
所以必须搭售两瓶法国红酒，市
场价为258元/瓶。也就是说，实

际上要花费1815元才能买到一
瓶53度飞天茅台（含搭售）。

不过，茅台系列酒则没那么
火爆了。在该连锁超市，茅台王
子酒、茅台迎宾酒等系列酒均在
打折促销。以 53 度茅台王子酒
为例，原价199元，促销价为128
元；43 度飞天茅台原价 799 元，
促销价为699元。

在一些茅台专卖店，虽然大
多明确标价 53 度飞天茅台为
1299元/瓶，但实际上“标了也白
标”，因为根本没货，消费者买不
到。记者在另一家茅台专卖店了
解到，53度飞天茅台缺货，而43
度飞天茅台及其他规格装的茅
台却不太好卖。同时，茅台系列
酒如茅台王子酒、茅台迎宾酒均
有大量存货。

大型超商的情况又如何呢？
记者在成都王府井、伊藤洋华堂
的酒水专柜发现情况也类似，53
度飞天茅台均有价无市，只剩下
礼盒装产品。在王府井只剩下43
度的飞天茅台，销售平平。问起
销售火爆的53度飞天茅台，店员
称已经断货3个月了，且进价就
超过1300元，而且加价也进不到
货。而在伊藤洋华堂，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要买53度飞天茅台得
等到春节，也就是大约6个月后，

“那时大概会有一批”。
“53 度飞天茅台是茅台的

核心产品，有着空前的市场认
可度，其他茅台酒都没法相提
并论。”深圳诺欧酒行总经理冯
凯表示，喝酒的人只要习惯了
53 度飞天茅台，再换成 43 度就
很难适应，换成茅台其他系列
酒更难。这也是市场只认可 53
度飞天茅台、而其他茅台酒遇
冷的直接原因。

海外飞天茅台开始回流
但价格并不比国内便宜

随着飞天茅台在国内市场
出现非理性抢购时，部分海外华
人、海外旅游的国人开始从回购
飞天茅台，各种“海外代购”重出
江湖。相比国内的“茅台荒”，国
外市场较为宽松。

记者查询各大国际机场官方
网站发现，销售茅台的国际免税
连锁店主要集中在亚洲和国际交
通枢纽，海外市场的飞天茅台也
与国内有所区别，主要为375ml
包装以及一些茅台系列酒。

知名国际免税店DFS，在中
国旅客客流量较大的9个国际机
场免税店，如新加坡樟宜机场
店、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店、阿

布扎比国际机场店等都提供贵
州茅台。在德国、日本、澳大利亚
等国家的机场免税店，也能看到
贵州茅台的身影。

这些海外茅台真的比国内
便宜吗？记者调查发现并非如
此，海外茅台的价格同样疯涨。
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免税店，
375ml 飞天茅台售价 159 欧元，
折 合 人 民 币 1250 元 ，与 国 内
500ml装相比并不便宜。1000ml
装则售价424欧元，折合人民币
高达3332元；在新加坡樟宜国际
机场，375ml飞天茅台标价267.6
美元，折合人民币1785元，这一
价格已超过了国内售价。此外，
澳大利亚悉尼国际机场售价199
美元，折合人民币1328元；东京
成田国际机场，不同的免税店内
375ml飞天茅台售价折合人民币
分别为1093元、1215元。

由于海外茅台的价差，确实
有一定的回流，但这是否会影响
国内市场的茅台销售？答案是否
定的。据了解，根据海关相关规
定，每人仅限携带两瓶酒水类产
品回国，回流的出口茅台是极少
数，几乎无法对国内茅台市场造
成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实习记者 吴丹若

记者调查发现，
在茅台专卖店和大型
超商，53度飞天茅台
“一瓶难求”，而茅台
系列酒如茅台王子
酒、茅台迎宾酒均有
大量存货，茅台酒产
品出现了严重的“两
极分化”现象。

随着53度飞天
茅台在国内市场出现
缺货现象，部分海外
华人、海外旅游的国
人开始从海外回购飞
天茅台。不过，海外茅
台的价格同样疯涨，
从海外回购茅台其实
并不比在国内便宜。

三只松鼠开心果检出霉菌超标1.8倍

海外
市场

国内
市场

昨天，沪指强势高开，最终上涨
21.98点，同时成交2284亿元，较前日放
大约28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沪指高开7个
多点，这也是近两个月来，首次出现明
显高开的走势。对于昨天市场的强劲反
弹，立下头功的自然是混改概念股。虽
然联通A股和H股双双继续停牌，其中
甚至出现一些小插曲，但联通依然点燃
了混改概念股炒作的“战火”，令市场活
力重现。那么，接下来多头是否在近期
的博弈之中，重新占据了主动？

从昨天来看，不仅联通停牌，混改方
案中涉及到的其他A股公司也都宣布停
牌，比如苏宁云商、网宿科技、宜通世纪和
用友网络。这些A股公司的停牌，也进一步
提升了联通混改方案将落地的确定性。

前天，达哥在“道达号（微信号：da-
oda1997）”文章中明确指出，混改概念
股值得重点关注。而昨天，除联通外，其
他混改概念股就站上了舞台。其中表现
最强的，是中船集团旗下几家公司。

混改概念炒作的机会究竟应该如
何把握？我个人认为，要参与的话，还得
找确定性比较高的公司。因为确定性
高，所以能够放心持有，心里有底。

那么，现在确定性高的联通 A 股、
H股都停牌了，参与联通增发的其他A
股也停牌了。而其他混改概念股的炒作
再次升温，如何去把握这些机会呢？我
个人认为，混改是一个相对时间周期较
长的过程，既然周期较长，那么股价多
半就是波段式炒作。所以，在炒作比较
亢奋的时候，跑去凑热闹，或许并不是
一个好的选择。可以等到市场情绪相对
冷清的时候，再逢低介入这些概念股，
或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再来说说大盘，在混改概念的带动
下，昨天整个市场也比较活跃。沪指高
开 7 个点。印象中，沪指明显高开高走
的情况很少出现，而一旦出现之后，接
下来的大盘往往会维持相对强势的运
行。而昨天沪指从技术上看，重新站上
了30日均线、5日均线和10日均线，这
些都是对后市比较有利的情况。从沪指
周线看，本周沪指周线出现了一根中阳
线，完全收复了上周的阴线实体，形态
也是对后市比较有利的。

所以，今天的行情，将是对多头一
个重要的考验。一般来说，到了周五，多
头会比较谨慎，成交量相对萎缩，市场
强势难以延续。昨天技术形态刚刚走
好，今天又遇到周五，如果能够再接再
厉，或者不出现冲高回落的话，那么下
周行情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今
天不涨反跌，沪指重新陷入弱势调整的
话，也就意味着近期行情调整的时间可
能会进一步延续。 （张道达）

由开心果引出的食品安全
问题，让正在IPO的休闲食品明
星品牌“三只松鼠”开心不起来
了。8 月15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3批次食
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其中天
猫超市在天猫（网站）商城销售

的，标称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只松鼠”）生产的
开 心 果 ，霉 菌 检 出 值 为 70
CFU/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
过 25 CFU/g）高 出 1.8 倍 。据
悉，该批次开心果的生产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22 日，规格型号为

225g/袋，标称生产企业地址为
安徽省芜湖市戈江区芜湖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8月16日，《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致电三
只松鼠客服，客服表示已经对该
批次的产品做了全面检测，并且
已进行无害化摧毁处理，目前在
售产品没有质量问题。客服进一
步说明，如果此前购买了开心果
产品的消费者还存有担心和疑
虑的话，三只松鼠可以为顾客办
理退货退款服务。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
丹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
三只松鼠业务经营并不是全产
业链，在原料甄选、生产加工、运
输贮存、流通环节等产业链上存
在食品质量控制的风险。他认
为，三只松鼠如今已发展到很大
体量，并且正在IPO。此时，应该
考虑调整经营模式，加强对上下
游的把关或是帮助上下游提高

质控水平。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显示，2014年，三只松鼠成立了
质量检测子公司安徽中创食品
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
检测”），专业从事食品质量安全
检测。记者注意到，根据三只松
鼠招股书，中创检测 2016 年度
亏损112万元，是三只松鼠全资
与控股子公司中唯一一家在
2016年亏损的企业。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曹磊认为，在产品质量检测方面，
企业不能既当“选手”又当“裁判
员”。三只松鼠有自己的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环节是必要的，但对于
休闲食品行业包括三只松鼠和其
他类似的企业来说，第一是代工
方生产厂家需要有出厂质检，第
二是平台方自己质检，最后还应
该委托第三方建立质检体系，尽
量做到体系化、规范化、专业化地
进行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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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重现活力
但今天更关键

53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