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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股价昨突破700元
市值破9000亿

无敌是多么寂寞！“中国股王”的
纪录只能靠茅台自己来打破。

11月16日，贵州茅台（600519）股
价大幅拉升，成功突破700元大关，
收盘价719.11元，上涨4.51%，再度刷
新历史新高，其总市值已高达9033
亿元。

持续上涨的茅台股价，已经让众
多机构“怀疑人生”，匆忙之中纷纷修
正之前“保守”的目标价，最高目标价
已达881元。

机构上调目标价跟不上茅台节奏

今年以来，贵州茅台股价持续
上扬，截至16日已累计上涨超过
100%。特别是突破500元以后，贵州
茅台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脚步也
越来越坚定。茅台从400元涨到500
元，差不多用了4个月时间；但从10
月26日股价突破600元，到今天突破
700元，则只用了短短15个交易日，

期间极少回头，一路高歌猛进。
众多机构已嫌之前贵州茅台700

多元的目标价实在过于“保守”，于是
纷纷将目标价改调至800元以上。如天
风证券将目标价上调至800元，中泰证
券上调至810元，中金上调至845元，高
盛更是将茅台目标价上调至881元。

中金的研报认为，中国正在进
入高端消费的爆发期，白酒作为最
具备品牌稀缺性和价值感知力的品
类，其爆发性需求才刚刚开始。同
时，茅台的提价趋势不会改变，预计
2018~2020年飞天茅台的出厂价格
提升幅度为22%、15%、15%。

在贵州茅台市值不断走高的背
后，也引发部队机构对于后市估值的
担忧，焦点仍然是估值是否合理。部
分机构认为，贵州茅台虽然非常好的
绩优股，但是短期涨幅过高之后，“高
处不胜寒”的茅台已经存在一定承压
风险。

豪门的游戏：户均市值1400万

与此同时，贵州茅台一直都是豪
门机构的游戏，绝大多数普通股民只
能看热闹。从股东变化数据来看，截至
2017年6月30日贵州茅台股东户数为
80670户，9月30日该数据已经降低到
63980户，户均流通股19634股。按16日
收盘股价计，户均市值高达1412万元，
显然不是散户们玩得起的游戏。

今年以来，在贵州茅台的带领下，
其他白酒龙头今年以来也涨幅惊人。
截至16日收盘，水井坊、山西汾酒、五
粮液、贵州茅台、泸州老窖、沱牌舍得
等涨幅均已实现翻番。

目前在市场上，飞天茅台依然大
面积断货。成都大小商超渠道难妥影
踪，只在少数电商渠道仍有“秒杀”，
但仍然是一瓶难求。而市场上出现的
购酒者买入茅台酒静待升值，也颇令
人深思。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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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百度世界大会昨日在北
京举行，李彦宏和陆奇先后登场。
李彦宏在演讲中提到：将在2018年
量产无人驾驶汽车、百度即将发布的
语音应用，人机交互不需要唤醒词、
百度的口号从“百度更懂中文”切换
到“百度更懂你”。

在本次大会上，渡鸦创始人、百度
智能硬件事业部总经理吕骋在会上正
式发布了渡鸦的三款人工智能硬件产
品—— raven H 、raven R 及 ra-
ven Q ，这是渡鸦自今年2月被百度全
资收购以来，首次推出的搭载DuerOS
的AI硬件产品，是DuerOS 对话式人
工智能操作系统的标杆之作。

百度世界大会一开始，李彦宏就表
示，7月百度AI开发者大会后，人们问得
最多的问题是：你坐无人车上五环有没
有吃到罚单？“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
确实收到了一张罚单。我想说的是，无
人驾驶罚单已经来了，无人车量产还会
远吗？”这一回答获得了现场的掌声。

对于大家关心的，什么时候能坐
上无人车。李彦宏表示，对无人驾驶，
基本共识是2020年可以实现无人驾
驶车的量产。不过百度希望能够把这

个时间表再提前一些。百度计划在
2018年7月底，与金龙合作率先实现
无人驾驶小巴车的小规模量产及试
运营，并在2019年与江淮、北汽，2020
年与奇瑞共同推出无人车。在百度世
界现场，李彦宏演示了疲劳驾驶监测
系统。这个系统是基于百度大脑的图
像识别技术研发的。通过红外人脸识
别判断，当卡车司机被手机干扰转头
看信息、犯困开始打哈欠或者疲惫到
眼睛睁不开的时候，系统就会及时提

醒司机集中精力驾驶。
百度智能家居硬件总经理吕骋

则发布了百度智能音箱——raven
H。raven H由渡鸦科技团队研发。今
年2月，渡鸦科技创始人吕骋携团队
正式加盟百度，并出任百度智能家居
硬件总经理，主要负责百度智能硬件
业务。7月，渡鸦科技OK MAN操作
系统升级至2.0版本，并且被打包进
DuerOS语音交互系统。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昨天，A股
市场跌势有所
缓和，沪指仅下
跌 3.27 点 ，以
3399.25 点 报
收，虽然小幅跌
破了3400点整
数关，但沪指30

日均线还是显示出一定的支撑，另外强势白
马股也重新恢复上涨。

前两天，大盘的下跌有些惨烈，黑马、白
马通杀，大盘股、小盘股通杀，这让多方有点
没有脾气。前天，一则利空传闻，甚至引发新
能源汽车板块以及锂电池板块集体大跌。不
过，昨天市场跌势明显有所缓和，盘面也变
得热闹起来。

首先，贵州茅台继续上演强者恒强的好
戏，昨天一举突破700元大关，最终大涨
4.51%，以719.11元报收，并且创下了719.96元
的历史纪录，而茅台的市值也突破9000亿元
大关。茅台的持续上涨，对白酒股而言，依然
具有指导意义。昨天，五粮液、酒鬼酒、泸州
老窖也创出新高，其他不少白酒股也维持强
势。看来，茅台行情不完结，白酒股板块的牛
市就可能还会继续。

除了白酒股外，保险股再次显现出大白
马的风范。中国平安大涨5.51%，中国太保大
涨5.57%并创新高，而中国人寿也上涨了
3.49%。应该说，整个金融领域的蓝筹股中，
保险就是第一集团军，银行股其次，表现最
差的，无疑就是券商股了，尤其一些老牌券
商股，走势更加糟糕。比如海通证券创下最
近一年的新低，国金证券、西南证券、东北证
券、国海证券等，走势都很惨。

说到惨，昨天最惨的还是上海银行，作
为一只次新银行股，昨天竟然遭遇“一字板”
跌停，到收盘时，还有1亿多股封单在跌停板
上没有卖出去。今年7月份，上海银行实施完
10转3股派5元的分红送股之后，股价就一直
在跌，完全没有银行股的风范。昨天跌停之
后，股价创下上市以来的新低。而引发今天
大跌的原因，正是首发限售股上市。接下来
还有不少次新股有首发限售股即将解禁，大
家要多加小心。比如今天，就有汇金科技、徕
木股份两家公司首发限售股即将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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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驾驶罚单已经来了，无人车量产还会远吗？”

百度：明年无人车实现量产

银行股竟遭一字板跌停
还有哪些个股要小心？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11月16
日消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
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
价格形成机制，自2017年11月
16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下同）每吨分别提高
265元和250元，按照汽油上调
265元/吨，柴油上调250元/吨，
折合升价92#汽油及0#柴油皆
上调0.21元。

本次调价后，按照一价区
国五标准，成都各品种批发、零
售最高限价分别为：92#汽油
8848 元/吨 、6.82 元/升（上 调
0.21元/升），95#汽油9366元/
吨 、7.34 元/升（上 调 0.22 元/
升），98#汽油9970元/吨、7.99
元/升（上调0.24元/升），0#车
柴7330元/吨、6.49元/升（上调
0.21元/升）。调价政策落实
后，成品油终端消费者用油成
本将有所增加，以一辆油箱容
量在50L的家用汽车为例，加
满一箱92#汽油将多花10.5元。

卓创成品油分析师王芦青
表示，本轮调价期间，国际油价
整体呈现涨后回落的趋势。周
期初，国际原油市场主要受
OPEC延长减产得到进一步确
认以及沙特政局紧张加剧地缘
政治风险两方面的支撑，原油
期货价格震荡走高。周期末，在
国际能源署下调石油需求预测
以及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长等
利空因素影响下，原油期货价
格有所回落，不过幅度有限。本
周期原油均值仍大幅高于上一
计价周期，导致国内参考的原
油变化率正值走高。

本轮油价上调是2017年以
来第10次上调，上调政策落地
后，今年以来的调价格局改写
为“十涨六跌六搁浅”。幅度方
面，涨跌互抵后，汽油累计上调
365元/吨，折合升价92#汽油
为0.29元；柴油累计上调350
元/吨，折合升价0#柴油为0.29
元。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成都
机场获悉，成都机场WIFI智慧
机场优化项目在完成主体优化
整改，经前期试运行，在确定其
安全性、可靠性达到要求标准
后，已于近期正式上线运行。这
是成都机场继自助托运行李值
机系统、扫二维码乘机之后，推
出的又一智慧机场系统，标志
着成都机场向智慧机场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成都机场本次整
改主要针对原WIFI网络信号
差、网络连接困难、网络速度慢
等问题，着手进行针对性优化。
改造优化后，进一步增强了成
都机场旅客候机区域的WIFI
覆盖网络信号强度，其设备均
是国内靠前的标准。

本次优化，成都机场共在
旅客活动区域增补了200台AP
设备，使T1及T2航站楼内的
AP总体数达到了420台，并重
点考虑了旅客人流密集的区
域，如安检口、登机口、值机区
域、候机区域、行李区域等，同
时调整了网络SSID接入名称，
对2.4GHz和5GHz在频率上进
行了区分，在航站楼内实现了
双频接入网络的全区域覆盖。
将网络出口带宽由原300Mbps
提升至500Mbps，提高了WIFI
网络的整体速度。乘机旅客在

使用时速度更快、更方便，从而
极大地改善了旅客的使用体
验。

同时，还优化了网络后台，
提升网络连接的认证效率，增
开微信认证通道，缩短了连网
认证时间。

成都机场方面介绍，“优化
整改后的WIFI网络除了能进
行正常的网页浏览外，还能观
看网络高清视频和进行网络视
频通话。”此外，新开通的微信
认证方式打破了原有短信认
证的单一模式，用户只需点击

“微信认证”图标即可通过后
台运作直接连网，不需要人为
繁琐的操作步骤。“5GHz频率
的网络是此次优化整改的亮
点，相比传统的2.4GHz频率具
有高速、高效的优势，这将有
效地满足旅客对高效、快速网
络的需求。”

成都机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加强候机楼WIFI的宣
传及引导服务，目前机场对候
机楼内相关人员进行了关于
WIFI使用的培训，以便能及时
为旅客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更
新了候机楼内原有的WIFI宣
传标识、使用手册等。旅客在机
场遇到相关WIFE使用问题，可
以随时咨询工作人员。”
吕俊明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92号汽油上调0.21元/升
加满一箱油多花10.5元

能看高清视频、能打网络电话
成都机场WIFI提速改造后正式上线运行

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