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酒业经过5年深度调整已
渐渐复苏、市场回暖，在消费升级推
动下，名酒需求渐旺、价格回升，白
酒江湖也呈风起云涌之势。近几年
来，白酒市场上兴起了一股小酒热，
第98届全国糖酒交易会上就涌现出
多款物小价廉、风格独特的小酒。小
酒的共同特点是价格亲民，接近大
众消费水平，其时尚的包装设计与
创新的营销理念符合年轻人的审
美。不过，随着小酒市场的不断升
温，众多的小酒品牌陷入了外包装
和营销概念雷同的尴尬境地。

主打社交和青春情怀
小酒直击80、90后内心

小酒就是小规格瓶装白酒，容
量小、包装时尚，价格亲民。2012年，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的江小
白青春小酒异军突起，席卷了白酒
市场，打破了“历史系”酒水一家独
大的局面。通过一个自诩“当下热爱
生活的文艺青年代表”的卡通青年
形象以及走心的广告文案，江小白
开创了“青春小酒时代”。

陶石泉，江湖人称“江小白之
父”。在他看来，江小白不是红在销量，
而在新鲜玩法，它满足了年轻人的需
求，彰显出年轻人无与伦比的活力。
陶石泉表示，互联网，年轻态，简单，青

春，以江小白为代表的青春小酒不仅
在酒体上注重品质与特色，更是在包
装和外宣上注重新颖和时尚，以极具
个性的语言抒发年轻一代的情怀，直
指当代80、90后年轻人内心。

85后市民刘瑜告诉记者，“我们
现在喝酒主要是为了社交，一般还是
喝啤酒、葡萄酒和洋酒，朋友聚会有
时来两瓶小规格白酒助兴，单价不
贵、分量合适。而且现在崇尚健康生
活，喝小酒浅酌即止，不伤身不失态。”

山东温河王酒业集团总经理肖
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年
轻消费群体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了
以社交为属性的消费方式，目前小瓶
酒以烧烤、火锅等休闲的消费场景为
主。他认为，小酒不仅满足了消费需
求，还满足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比如江小白的文案，凉露“吃辣”的定
位，能让消费者获得共鸣。

在曾担任江小白营销总监的杨
叶护看来，传统白酒品牌，特别是中
高端酒以历史、文化作为卖点，强调
高端品位，把目标客户定位在35岁
及以上人群。然而以江小白为代表，
旨在满足年轻人的需求的小酒正在
崛起，逐步侵蚀传统白酒的消费市
场。另外，小酒在销售方式上更加迎
合年轻一代。据悉，小酒大多采用
O2O营销模式，微博、社区论坛、网

络活动等成为传播的主要阵地。

各大品牌纷纷发力
但小酒市场同质化严重

3 月 25 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
了多家大型商超和酒类销售门店发
现，市场上的小酒种类众多，西凤、
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知名品牌都推
出了自己的小酒。在刚刚结束的第
98届全国糖酒交易会上，就涌现出
多款物小价廉、风格独特的小酒。

某酒类连锁店店长告诉记者，
目前小酒是很多酒厂的发力点，小
酒不仅适宜普通居民消费，更重要
的是小酒包装新奇可爱、价格便宜。

“一般每瓶小酒的容量在 100ml 左
右，标价在30元以下。”

记者了解到，这些小酒大多具
有价格亲民、创新营销等特点。从低
端到中端，小酒的价格在几元到上
百元不等，包装和营销概念或严肃
或时尚或呆萌，不少品牌严重雷同。

以青春小酒发家的江小白，借
助互联网主打情感营销，成了小酒
市场的现象级产品。随着江小白的
走红，众多酒企纷纷效仿，推出自己
的品牌小酒来迎合年轻消费者，但
大多数都还停留在精美的包装和文
案上，营销概念主打时尚、潮流。记
者在糖酒会上看到的“纯爷们”二锅

头、“刁小妹”高粱酒、“孔子酒”、“江
晓柏”、“云小白”、“衡小白”，均能找
到不少相似之处。

据业内统计，目前市面上小酒
的品类数量多达200个之多，市场份
额不断扩大，表明年轻消费者对小
酒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据了解，目前
我国小酒市场的容量占据光瓶酒市
场 25%的份额，产值高达约 150 亿
元，每年增速15%~20%。

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表示，随
着中高端白酒市场竞争越来越激
烈，越来越多的酒企将部分重心转
移到小酒上，加速进军小酒市场。目
前小酒市场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同
质化严重，需要针对不同区域、阶层
和年龄段的消费者进行品牌创新，
酒体创新和渠道模式创新等。

业内看好小酒
应坚持创新和工匠精神

不过从市场份额来看，小酒市
场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业内认
为，小酒价格实惠，贴近大众消费水
平，能减轻消费者的压力；市民出于
养生考虑，追求适量饮酒、理性饮
酒，“微醺”小酒更符合聚会等消费
场景。因此，肖竹青认为，小酒是白
酒市场发展的趋势之一。

天佑德青稞酒小黑事业部总经
理陈明峰在2018中国酒业小酒领袖
高峰论坛上表示，近年来，随着消费
场景的转变，消费者对白酒的需求
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小聚小约饮酒
已远超政务、商务饮酒需求，年轻群
体中这一差距更大。越来越多的80、
90后对于时尚消费、健康饮酒的追
求愈发明显，更喜欢小容量的白酒，
以更好地控制饮酒量和敬酒量。这
就要求企业在白酒产品创新上，在
坚持好酒质和工匠精神的情况下，
把小瓶酒创新作为主攻方向，以满
足这一类消费群体的需求。

中国酒业协会秘书长宋书玉表
示，工匠精神是中国智酿、中国名酒
的核心。以匠心坚持诚实、诚信服务
消费者，方能奠定中国白酒产业发
展的根基。而创新白酒消费文化已
经成为产业最重要的课题，健康、快
乐的白酒消费文化系统建立并发扬
光大对白酒产业的未来影响深远。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费成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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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3日，在“2017中
国保险年度影响力赔案”和“2017
中国保险年度服务创新”评选中，
新华保险荣登榜单，这是新华保险
连续3年上榜。

在此次获奖的“一份保单，多
次赔付，新华保险155万理赔款助
她笑对人生低谷”案例中，王女士
2016 年不幸被诊断为急性白血
病，然而幸运的是她于2013-2014
年间购买新华保险保障计划，让她
避免了“因病返贫”的厄运，并坚定
了与病魔抗争的信心。截至 2017
年6月9日，这份保障已先后提供
155万余元赔付，不仅完全覆盖治
疗开销，也为王女士未来的康复和
生活奠定了经济基础。

近年来，新华保险一方面不断
践行“保险姓保”，另一方面也在积
极探索“保险+公益新模式”。此次
同时获奖的“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
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就是“保
险+公益”的首次探索。该项目自
2017 年 8 月下旬启动以来，截至
2017 年年底，已覆盖 17 个大中城

市，惠及超过21万名环卫工人，累
计捐赠保额212亿余元。广东阳江
的环卫工人邓师傅因交通事故去
世，新华保险得知情况后，立即开
通理赔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将 10
万元理赔款送到邓师傅的妻子手
中，完成首例赔付。

随着理赔远程鉴定、新契约电
子签名、智能核保等一系列创新服务
项目的上线，新华保险“快理赔、优服
务”服务品牌内涵日益深入人心。
2017年新华保险的理赔服务呈现出

“两增一快”的总体特点：一是理赔金
额上升，2017年累计理赔金额超过
65亿元，同比上升约28%；二是理赔
件数上升，2017年共理赔132.7万
件，同比上升超过40%；三是理赔速
度更快，全部案件平均理赔时效缩短
为1.21天，同比提速约40%。（田园）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不少
企业都在琢磨“春耕”计划，争取开门
红，资金需求也相对旺盛。为此，个贷
中心与银行合作特别推出快捷贷款，
最快可 30 分钟放款。一个电话
028-86748844或直接去个贷中心
（顺城大街249号4楼），有无抵押都
能轻松贷到款，马上解决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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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低
于同期银行利率20%、月利率仅3.8
厘的贷款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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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资金1小时到账

自己找银行贷款需层层审批，
而拨打028-86748844或者去个贷
中心（天府广场旁，顺城大街 249
号），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个人
都可拿到银行贷款。额度高、放款
快，最高额度可达500万元，应急资
金最快1小时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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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抵贷个贷中心有不少便利，

不仅当天就能申请到贷款，且月息
低至 3 厘。个贷中心还推出新政
策：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
过 GPS 的车都可以申请。因货款
未到位，朱哥急需 25 万用于生意
周转，直接将车开到个贷中心，信
贷经理为他安排二手车评估师，30
分钟内就解决了资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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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身份证，轻松申请1-20万

近日，个贷中心推出的极优产
品“简单贷”，凭身份证即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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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674 8844免费咨询办理。

2018资金需求 就在个贷中心

2017“年度影响力赔案”、“年度服务创新”榜单揭晓

新华保险连续3年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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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大跌后
需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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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醺”小酒受追捧
营销概念雷同存尴尬

白酒市场兴起一股小酒热，但同质化严重成酒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业内观点
目前，不少小酒的包装和营

销概念雷同，同质化严重。专家表
示，在坚持好酒质和工匠精神的情
况下，酒企应该针对不同区域、阶
层和年龄段的消费者进行品牌创
新、酒体创新等，以满足年轻消费
群体的需求。

小酒升温
近几年来，白酒市场上兴起了一股小酒

热。容量小、包装时尚，价格亲民的小酒大
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据了解，目前我
国小酒市场的容量占据光瓶酒市场
25%的份额，产值高达约150亿元，
每年增速15%~20%。

糖酒会上
各种品牌的
小酒扎堆

上周五，沪指大跌110.72点，以
3152.76 点报收，跌幅达 3.39%；创业
板指数大跌91.21点，以1726.02点报
收，跌幅高达5.02%。三月行情，大盘
持续围绕年线窄幅震荡，然而就在此
时，大盘出现了变故。

牛博士：达哥，你好。上周出现大
跌，对于行情你怎么看？

道达：面对变故，投资者有悲观
情绪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越是在这
种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越应该看到积
极的一面。

牛博士：那么，你所看到的积极
的一面是什么？

道达：上周五发生的大跌，不仅仅
是A股，还有华尔街，还有H股。这里，
我想说的是腾讯。腾讯上周遭遇的利
空比A股更多。腾讯公布2017年业绩
后，公司大股东Naspers宣布，计划减
持其所持腾讯1.9亿股股份，占已发行
总股本的约 2%，拟套现市值高达
769.4亿港元（约合673亿元人民币）。
然而，就在上周五开盘后，腾讯上演了
一场“史诗级”的战役：全天成交
1261.38亿港元，创下历史上最大的成
交额。虽然这个巨额成交，并不是说买
入者已完全接走了Naspers卖出来的
筹码，但全天成交超过千亿元，如此充
沛的流动性，也只有腾讯这样的公司
才会拥有。腾讯的这个表现告诉我们，
不管你有多少筹码要套现，都有足够
的资金来承接。

牛博士：那么，你认为这对A股
市场有什么启示？

道达：股票市场，大股东的套现
无处不在，风险也无处不在。所以，每
当有这种消息出现时，大家不仅害怕
大股东套现，更怕机构在高位出货。
但是，如果是好公司，真的有那么可
怕吗？延伸到我们身边的 A 股市场
上，其实有不少和腾讯类似的公司，
比如某些白酒公司、医药公司等。

明知道会有巨量抛盘出现，为什
么上周五还会有如此多的资金去疯
抢腾讯？我相信，上周五这1000多亿
港元买入腾讯的资金，散户还是占少
数，更多的依然是机构。此时，为什么
机构还愿意买腾讯？难道他们不怕大
股东砸盘吗？真相是，从长期投资的
角度看，机构投资者、大股东进进出
出是很正常的事情。腾讯的故事告诉
我们，只要是优质公司，是不怕大股
东套现的。同样的道理，放在A股市
场也一样。所以，你看上周五的行情，
不少好公司虽然也在跌，但我相信，
好公司一定是更早止跌的，一定是更
早从“坑”中爬出来的。 （张道达）

“中国版”原油期货上市
想参与交易 门槛不低

●原油期货开户门槛不
低，个人投资者需连续5个
交易日保证金在 50 万以
上，需通过原油知识考试。

●交易单位与国际接
轨，每手合约1000桶，以人
民币计价，交易一手保证金
约4万元。

●交易品种为中质含硫
原油，涉及胜利原油、阿联酋
迪拜原油等7个可交割油
种，境外交易者也可参与。

“中国版”原油期货有“国际平
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人民币计
价”几大特征。

【交易标的】合约标的确定为中
质含硫原油，可交割油种共包含 7
种。包括阿联酋的迪拜原油和上扎库
姆原油、阿曼原油、卡塔尔海洋油、也
门马西拉原油以及伊拉克巴士拉轻
油等6种。胜利原油作为唯一的国产
原油被纳入可交割油种。

【交易时间】日盘交易时间：周一
至周五上午9：00到11：30，下午1：30
到3：00；夜盘交易时间：周一至周五
晚上9：00到次日2：30。

【交易单位】为了遵循国际惯例，
原油期货的交易单位选用“桶”而不
是“吨”，即交易一手为1000桶。

【上市合约】首批上市的合约共
有15个，分别为今年9月至明年3月
的七个连续合约和8个季月合约。

【交易保证金】交易保证金最低
为 7%，不同期货公司最低保证金执
行不同，上浮3%~5%不等。

【涨跌幅】涨跌幅是±5%，上市
首日±10%

【投资资格】R4级别，适配风险等
级为C4及其以上的客户。5个交易日
个人投资者可用资金50万以上，而机
构投资者需要100万人民币或者等值
外币的保证金。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原油期货交易规则

3 月 26 日，原油期货将在上海
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这是我国继
1993 年后再次推出原油期货合约，
也是内地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对于原油期货合约这一投资品
种，大爷大妈都能侃上两句。然而，
大家想转战原油期货，可能还并不
容易。记者上周从多家期货公司采
访了解到，即将上市的原油期货投
资门槛较高。看来，想要在“家门口”
炒原油的投资者，可能还要多做做
功课。

开户门槛不低

“适当性测试和风险揭示一套
流程下来，最少要40分钟左右，”一
家期货公司成都客户部负责人告诉
记者，原油期货上市在即，他们给客
户开户也多了起来，不过开户时间
相对其他品种还是比较长。

据了解，按照去年 7 月实施的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期货投资者根据风险承受能力
等分为 C1 到 C5 级别，对应不同产
品。而根据适当性制度的要求，原油
期货开户需要有市场及产品认知能
力、风险控制与承受能力等，开户前
需要先对投资者进行适当性匹配，
达到C4类可以申请原油开户。据该
人士介绍，目前期货公司一般都执
行双录（录音录像）规定，“一套适当
性测试下来要30到40分钟，中间还
有一个8分钟的风险揭示录音。”

除了适当性之外，原油期货对
投资者的资金要求也比较高。据了
解，个人投资者开户原油期货，前五
个连续的交易日50万的可用资金要
求，以及相关诚信记录要求。此外，
客户还需要经过原油期货相关培训
后参加知识测试，通过后才能达到
交易经历要求。开户前的原油知识
测试，考试题每天不同，30道题需要
正确24道以上，对于没有接触过原
油期货的投资者来说，有不小难度。

交易一手约4万元

那 么 交 易 一 手 需 要 多 少 资
金？影响原油期货价格的因素又
有哪些？

上周五，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官网宣布了原油期货挂盘基准

价，其中，今年 9 月至明年 3 月的七
个连续合约挂盘基准价为 416 元/
桶。明年6月至2020年3月的4个季
月合约的挂盘基准价为388元/桶。
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的四个季
月合约，挂盘基准价为375元/桶。按
照此前期货公司普遍10%左右的保
证金计算，投资者交易一手原油的
保证金在4万元左右。

“这个价格与此前预计的差不
多，”华西期货投资咨询部总经理周
聪告诉记者，与WTI和布伦特原油
期货的标的轻质低硫原油不同，我
国的原油合约标的为中质含硫原
油，包含胜利原油以及阿联酋的迪
拜原油和上扎库姆原油等7种纳入
可交割油种。“这一品种与 WTI 和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相比会有一个
价差，但不会太远，毕竟只存在品
质、成本和运输方面的区别。”周聪
表示，选择以中质含硫原油作为标
的，一方面中质含硫原油份额约占
全球产量近 45%，是我国及周边国
家进口原油的主要品种，另一方面，
可以与纽约 WTI、伦敦布伦特原油
品种形成互补的定价。

投资者备战：紧盯现货

在机构投资者看来，原油价格
影响因素多，盘中价格变动迅猛，备
战原油期货最主要还是盯紧现货。

此外想在多品种间套利，更需要了
解化工产业链间的利润情况。

“影响原油价格的因素非常
多，日内价格波动十分迅猛，每日
的亚洲时段、欧洲时段、美国时段，
油价走势常发生剧烈变化。”加百
力咨询薛辉告诉记者，公司从 2010
年做现货黄金，后来发现原油和黄
金正相关性高达0.8，因此原油成为
资产配置中必备的交易品。据他研
究，能源需求波动巨大，也会受经
济数据影响，因此除了盯住原油库
存数据外，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密
歇根消费信心指数等都会对原油
价格形成短期冲击。

西安迈科能源交易部经理刘文
娟所在的公司属于化工行业，主要
做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化工
品上游 60%跟原油有关，公司从
2011 年开始进行 WTI 和布伦特原
油期货投资。在她看来，国际原油的
需求波动巨大，价格波动变化也大，
投资机会也不错。不过外盘原油全
天候交易，波动大，对个人精力是极
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