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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资金撤离贵州茅台为哪般
□ 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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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贵州茅台来说，无论是盈利状况还是市场需求状况，都不足以看空，也不应当看空。需要把握好的
是，就是既不要跟风炒作，也不要跟风看空，而是依据自身的判断，做出合理的投资选择。】

市场低迷之时
我们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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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行情第一周，原本以为市场
会延续之前的反弹行情。但出乎意料
的是，大盘陷入再次探底的风险之中。
上周后半段，A股遭遇三连阴走势，截
至周五，沪指报收于2740.44点，周跌
幅高达4.63%，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
大单周跌幅。

本周，大盘仍存在再次考验前期
2691点低点的可能。当市场陷入困局
之时，A股究竟需要什么来“止血”？道
达和牛博士就此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上周的行情，
肯定超出你的预计吧？还记得之前你
还认为反弹有望延续，8 月行情有望
开门红，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如何
看上周的行情？

道达：此前，确实对市场的态度是
偏乐观的。但是现在看，市场的调整确
实让很多人失望了。在上周三之前，虽
然沪指从2900点之上回落了一些，但
都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毕竟，此前
调整的每个低点都在不断抬高，同时
来自政策面的各种消息也是偏暖的。
尤其是对下半年财政政策边际宽松的
预期大大增加，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我产生了一些
麻痹作用。

不过，上周三和周四，大盘突然连
续遭遇重挫，最低跌到 2726 点附近，
同时创业板指数创下 2015 年初以来
的新低。这样的走势，不仅仅破坏了市
场的反弹趋势，对投资者的信心也造
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下，很
多前景看好的行业、业绩优良的公司，
似乎都无法让市场资金产生较大的兴
趣，相反，避险的情绪大大提升。

所以，在最近的三个交易日当中，
市场中的抛盘显得较为坚决，不仅是
中小创个股，蓝筹白马股也同样如此。
在这一波下跌中，深成指、创业板指
数、中小板指数其实都已经创了今年
的新低。而沪深 300 指数虽然还没创
新低，但收盘点位也已经创了新低。

牛博士：上周的这一波惨烈下跌，
最主要还是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消息
面的冲击吧？你对此怎么看？

道达：确实如此，现在A股市场的
估值水平，几乎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
而且产业资本也在持续流入 A 股市
场，而政策层面也支持股市向好。但
是，大盘依然选择再次探底，这与中美
贸易摩擦有很大关系。

近日，美方在此前公布对中方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清
单的基础上，又提出要将征税税率由
10%提高到25%。这一消息，对A股带
来的冲击不容忽视。

A 股市场本身就处于弱势市道
中，市场信心严重匮乏。前期好不容易
反弹了一点，再次遇到中美贸易摩擦
方面的不利消息，无疑是对信心的又
一次打击。

牛博士：那么，在本周的行情中，
如果要想大盘止跌企稳，或者说沪指
守住2691点不被跌穿，你认为市场需
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

道达：在 A 股市场，投资者在经
历了多次大跌行情之后，其实多少会
有些经验。在这种较为艰难的时刻，
大盘要想企稳，最容易想到的，可能
就是“国家队”进场护盘了。而经过
2015 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之后，“国家
队”资金再次集体出动维护市场稳定
的局面，我觉得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是
不大的。 （张道达）

贵州茅台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突破万亿
市值的公司之一，而且，近两年来，贵州茅台
受到资金青睐的消息一直不断，贵州茅台的
股 价 也 是 一 升 再 升 ，从 2015 年 的 最 低
谷——160 元/股，一度突破了 800 元/股，创
造了近年来 A 股市场的一个奇迹。然而，从
近期的情况来看，贵州茅台似乎出现了转
折，炙手可热的景象似乎在衰退，甚至引起
了一些投资者的担忧。

半年报显示北上资金正在撤离

数据显示，沪股通连续5日减持贵州茅
台，累计减持金额超过12.42亿元。这可是今
年以来，北上资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和节
奏减持贵州茅台的股票。加上今年以来，证
金公司也在持续减持贵州茅台的股票，仅
今年以来就减持了 1473.63 万股，持股量也
已经由最多时的3700万股减持到目前的不
足700万股。贵州茅台是否真的到了一个转
折期，曾经的炙手可热，是否也象换股一
样，到了需要换词来形容贵州茅台处境的

时候了。
伴随着北上资金的撤离，以及证金公司的

减持，贵州茅台的股价会不会继续保持高位不
变，甚至高位上涨，也确实到了一个需要重新
评估、重新判断的时候了。

大热中的几个冷问题

首先，为什么股息率越来越低？从贵州
茅台的情况来看，高利润、高营收的背后，出
现了股息率持续下降的现象。2015 年为
2.54%，2016年下降为1.72%，到了2017年，更
是下降为 1.58%。殊不知，在 A 股上市公司
中，股息率超过10%的公司也很多，最多的高
达16%左右。贵州茅台的股息率原本在上市
公司中就不是很高，还出现持续下降的现
象，就显得有点难以理解了。

其二，为什么营销费用那么高？数据显
示，上半年，贵州茅台的销售费用高达22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的 13.79 亿 元 同 比 大 增
59.52%。一方面，显示出贵州茅台到处缺货、
到处断货，为了防止恶意涨价，贵州茅台需要

采用各种手段遏制经销商的涨价行为，甚至
市场上假茅台遍地都是；另一方面，却要支付
如此之高的营销费用，这些营销费用，到底用
于何处，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营销费用，贵州
茅台真的需要如此营销吗？显然，所安排的营
销费用是存在一定疑问的。

第三，研发投入为何大幅下降？从贵州
茅台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研发支出仅为1.14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2.91 亿元大幅下降
60.67%，仅占营业收入的0.34%，占净利润的
0.72%。销售费用大增，研发投入大减，且两
者根本不成比例，贵州茅台真的也走上了一
条要营销、不要研发，靠营销、不靠研发之路
了吗？

贵州茅台还有投资价值吗

面对北上资金撤离贵州茅台、证金公司
持续减持，且出现了股息率持续下降、营销
费用大幅上升等方面的问题，贵州茅台还有
没有投资的价值呢？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投
资者应该继续关注和投资呢，还是象北上资
金一样撤离?

很显然，作为大消费概念股，贵州茅台
可能并没有到了可以撤离、甚至抛弃的地
步。因为，北上资金撤离，肯定与其投资理
念有很大关系，在进入中国市场不久的情
况下，还是以慎重为主。证金公司的减持，
则完全是 2015 年救市以后的投资策略调
整，或者说是近期股市情况不佳，通过减持
贵州茅台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对
贵州茅台前景不看好。

实际上，对贵州茅台来说，无论是盈利
状况还是市场需求状况，都不足以看空，也
不应当看空。需要把握好的是，就是既不要
跟风炒作，也不要跟风看空，而是依据自身
的判断，做出合理的投资选择。就眼下而言，
贵州茅台有可能出现一个“空”窗期，有可能
会出现一些调整。但从长远来看，贵州茅台
仍然是投资者可以关注的重点。毕竟，消费
升级的到来，贵州茅台肯定是消费升级的重
要产品之一，而不会因为北上资金的撤离就
与消费升级无关。关键在于，贵州茅台的经
营理念不能象现在这样，不能让营销控制了
企业的市场美誉度。

近日，苹果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破万亿美
元的科技公司一事，受到全球市场的关注，
上周五，这件事在中国市场几乎“刷爆”。而
苹果这种股价连创新高的走势，也让A股市
场连创新低的走势显得更加多了一份伤感。

苹果发布的2018年二季度财务数据显
示，苹果当期实现营业收入533亿美元，同比增
长达17%。实现净利润为115.19亿美元，同比
增长32%。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库克
称，这是苹果公司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两位数
的收入增长，其中服务收入创新高。因此，苹果
的二季报给了投资者以信心。

而苹果的二季报自然也让人联想起华为
的二季报。几乎就在苹果发布二季报的同时，
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的华为也公布了第二季
度财报。可以说，华为的二季报同样也是捷报

频传。今年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3257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15%，上半年营业利润率
14%。更重要的是，第二季度华为市场份额从去
年同期11%增至15.8%，当季智能手机出货总
量达到5420万部，同比增长40.9%，超越苹果
成为仅次于三星电子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
制造商。而苹果第二季度手机的出货量为4130
万部，较去年同期的4100万部，仅增长0.7%。

在全球销量领先的几个品牌中，苹果
与华为之间的竞争是最为直接的，也最为激
烈。但在二季度财报上，苹果与华为却出现
了同时报喜的局面。尤其是苹果手机的出货
量被华为手机大幅度超越，可为什么还会出
现两家公司同时报喜的局面呢？甚至苹果手
机还会报喜呢？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情。实际上，两家公司的数据并不打架。华为

的骄傲在于其手机出货量是大幅增长的，而苹
果的自豪在于其营收与利润是大幅增长的。两
家公司报喜的侧重点不同。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这反映出
来的是两家公司不同的营销策略。从华为来
说，强调的是市场占有率，反映在二季度财
报上，就是其手机出货量的大幅增加。但苹
果的营销策略显然不同于华为。因为苹果手
机更重视的是质量与品牌，与此相对应的就
是手机的价格。就价格定位来说，苹果手机
要远高于华为。也正因如此，在拓展市场上，
华为具有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这样更有利
于拓展市场。这也是苹果手机的劣势。特别
是在目前全球手机市场趋于饱和的状态下，
继续拓展手机业务，主要是面向贫困落后的
国家与地区，如此一来，手机价格越高，拓展

新市场就越发困难，价格越低反而越占优
势，在这一点上，华为确实是打败了苹果。

但苹果的优势在于其质量与高价。这虽
然限制了苹果手机对一些新市场的争夺，但
在一些成熟的市场，苹果还是保持了其相应
的份额，所以，二季度苹果手机的出货量并
没有下降，而是略有上升。更重要的是，由于
苹果手机的销售价格较高，这就使得苹果手
机保持了较高的营收与利润。

所以，尽管近期苹果、华为两家公司同
时报喜，但我们更应看到两家公司报喜背后
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对于国产龙头品牌的
华为来说，提高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固然重
要，但如何在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同时，能够
提高手机的利润率，这是包括华为在内的国
产手机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

最近，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参加
市场部的内部会议时说，“市场经济下我们
需要狼文化，在工作中，要随时随地记住

‘抢占’二字，勇于争取，如此才能适应变幻
莫测的市场，为实现 2023 年 6000 亿的目标
开疆拓土，贡献力量。”据此测算，格力在未
来5年内需要保持每年25%的发展速度，依
靠 25%的复合增速才能实现 6000 个“小目
标”。那么，格力电器需要在哪些业务上发
力，才能实现这一看起来有些不太可能实

现的目标呢？
依靠新能源？但投资新能源只是董明珠

的个人行为，与格力电器没有半毛钱关系，还
可能涉嫌利益输送。目前，董明珠的解题思路
是裁员换人，利用格力电器的销售强项打开
市场。但这条路恐怕走不太通。依靠空调主
业，但空调市场有没有天花板？格力在2017年
的高增长源于空调。2017年年报显示，当期空
调营收为 1234 亿元，占到格力当期营收的
83.22%，同比增幅高达40%。而董明珠在今年

6月回答2017年股东大会上提问时还称，家
用空调行业天花板问题并不不存在的。

但业内人士认为，空调行业发展到一定
规模会进入滞涨期，之后增长会越来越困
难。现在，房地产股大跌，家居股也大跌，你
还能指望空调单独大规模发展？

新能源和空调之外，芯片能指望上吗？
格力电器2017年年报披露数据显示，生活电
器、智能装备与其他主营所创造的营收加起
来不足百亿。前段时间，董明珠提出格力电

器投资500亿做芯片芯片。格力电器董秘曾
经透露，格力自己一年就要进口1亿多颗、5
亿美元的芯片，目前，格力室外机的主控芯
片需要进口。室内机的芯片已经是格力自主
设计，在国内可以闭环生产。

看来，董明珠要想带领格力在未来5年
内实现6000亿目标，需要把空调主业做大，
继续拓展全球市场，那真是没有天花板。二
是快速设计出格力自己的芯片。同时，在生
活电器、智能装备、新能源方面齐头并进。

苹果华为同时报喜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 皮海洲

【对于国产龙头品牌的华为来说，提高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固然重要，但如何在提高市场占有
率的同时，能够提高手机的利润率，这是包括华为在内的国产手机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

带领格力电器实现6000亿目标 董明珠依靠什么？
□ 朱邦凌

【董明珠要想带领格力在未来5年内实现6000亿目标，需要把空调主业做大，继续拓展全球市
场，快速设计出格力自己的芯片。同时，在生活电器、智能装备、新能源方面齐头并进。】

日前，深交所在其官网发文称，今
年来，深交所持续推进停复牌制度改
革，A 股随意停牌、任意停牌、长期停牌
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与去年同期
相比，重组长期停牌的股票数量减少
过半，停牌时间在两个月以内的股票
数量占比大幅提升。深交所表示，下一
步，还将着手持续完善上市公司停复
牌制度。

据深交所披露，截至8月3日，深市
上市公司停牌家数77家，占比3.64%，其
中创业板停牌家数15家，占创业板上市
公司家数仅2%。这其中，66家公司因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占深市上市公司
总数的3.12%，重组停牌数量仅为去年同

期的一半左右。约 64%的重组停牌股票
停牌时长在2个月以内，18%的股票停牌
时间介于 2-3 个月，仅有个别公司因重
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事项停牌超过6
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重组长期停牌的
股票数量减少过半，停牌时间在两个月
以内的股票数量占比大幅提升。

另外，深交所指出，目前，大部分上
市公司在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在
停牌公告中明确披露了重组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交易方式、重组框架协议主要
内容、中介机构名称等信息。重组停牌信
息披露质量提高，一方面减少了市场猜
测和传言，让投资者尽早掌握信息，明确
停牌预期，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另

一方面强化了上市公司申请停复牌的审
慎性，减少了长期停牌情形。

同时，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停牌已不
再是上市公司重组的必选项。深交所指
出，过去，部分上市公司往往担心因引起
内幕交易或股价异动导致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无法顺利达成，仍希望申请长期停
牌以防范这些“风险”。而这一现象在今
年有明显改善，深市有17家公司筹划重
组时未申请停牌，而是直接披露重组方
案或披露提示性公告，平稳有序地推进
重组事项。

深交所表示，未来还将从着手持续
完善上市公司停复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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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重组长期停牌的股票数量同比减少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