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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宝典”“小小留学生
讲座”“资产体检”“融资快线”
“金融科技玩家”“基金风投扫
描”“家族传承”“养老直通车”
等八场专题活动带来最实用
的金融理财服务，欢迎参加。

防范风险永远比博取收
益更重要，热衷追逐高收益
的“新中产”们，在金融周期
退潮时，财富正面临潜在风
险。我们帮你为资产寻找到
一个更安全的出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媒体平
台将携手银行、保险、信托、期货等
领域的各路精英，帮你打好“新中产
财富保卫战”，“财富荟”微信群将邀
请金融机构专业人士为你解惑答
疑，也将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

动策谋

快来加入“财富荟”
体验更丰富的理财咨询服务

八大主题活动
详解财富管理的“那些事”

金融理财节已经走过 15 个年
头，不仅每年都吸引到众多金融机
构积极参与，更受到广大市民密切
关注，已经成为成都众多投资者、理
财者翘首期盼的节日。

今年的金融理财节，我们将关
键词锁定为“保卫新中产”。近年
来，“新中产”这一群体被频繁提
及，胡润发布的《2018 中国新中产
圈层白皮书》对新中产进行了画
像：平均年龄 35 岁，拥有本科及以
上良好教育，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家
庭年收入至少在30万，其他城市在

20万以上。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这些上有

老下有小的城市精英们，该怎样合
理配置资产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各
大银行都有哪些相对安全稳健的理
财产品？都知道信托收益高，但在打
破刚兑后，如何选择更安全的信托
产品？如何购买保险产品，尽可能锁
定未来潜在风险？各大银行有哪些
安全可靠的融资产品，可以快速、便
捷实现融资？高端医养结合的养老
社区，是否能满足老有所养的晚年
生活愿景？

今年理财节期间，我们将携手
成都各大金融机构，开展“理财宝
典”、“小小留学生讲座”、“资产体
检”、“融资快线”、“金融科技玩家”、

“基金风投扫描”、“家族传承”、“养
老直通车”等多达八场专题活动，以

“互动”为宗旨贯穿始末，为成都市
民带来最实用的金融理财服务。

家庭资产“体检”
“财富荟”邀你来面对面

美国“股神”巴菲特有一条投资
名言：“成功的秘诀有三条：第一，尽
量避免风险，保住本金；第二，尽量
避免风险，保住本金；第三，坚决牢
记第一、第二条。”

对于广大的成都新中产来说，
防范风险永远比博取收益更重要，
过去几年伴随着金融周期，热衷追
逐高收益的“新中产”们，在金融周

期退潮时，财富正面临日益严重的
潜在风险。

你的家庭财富安全吗？私人银
行般的一对一专人财富打理服务，
不妨来免费试试。

与金融理财节同步启动的“保
卫财富安全：金牌理财为您资产做
体检”活动也拉开帷幕，我们将携手
各大金融机构的金牌理财师，为成
都新中产家庭资产、投资计划做一
份详细的“体检”，并给出中肯的意
见与合理建议，免费送上一份含金
量高的家庭资产诊断报告。

市民可加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财富荟”微信群，将详尽的家庭资
产信息、联系方式、配置诉求需求私
信给群内“财富小助理”，让金牌理

财师为你免费提供“体检诊断”。
今年，“财富荟”微信群是金融

理财节的创新，为广大投资者搭建网
上交流、倾诉和财富咨询服务的平
台。微信群将联系银行、信托、期货、
证券等各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不定
期举办线上财富讲座，为你解惑答
疑，提供更丰富的财富咨询服务。

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投资理念，合理进行资产配置；想要
知道黄金在经历了20%上涨后未来
会怎样；想要趁年轻做好财富投资
规划，赶紧打开手机扫码入群吧，我
们将通过语音和通俗易懂的图文，
帮助你更轻松打好“财富保卫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吕波
图据东方IC

2019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年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多国央行迈入多国央行迈入““降息降息””区区，，股市股市、、债市债市、、
汇市波动起伏汇市波动起伏。。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积累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积累，，快速崛起快速崛起
的的““新中产新中产””群体群体，，也面临着财富管理的需求改变也面临着财富管理的需求改变：：过去是追求收益过去是追求收益
率率，，在当前形势下在当前形势下，“，“新中产新中产””更关心的问题是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为资产寻找到一如何为资产寻找到一
个更安全的出口个更安全的出口。。

由成都商报由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媒体平台发起的红星新闻全媒体平台发起的““第十五届中国第十五届中国（（成都成都））金融金融
理财节理财节””正式启动正式启动，，今年我们将继续携手银行今年我们将继续携手银行、、保险保险、、信托信托、、期货等领域的各期货等领域的各
路精英路精英，，为你打好为你打好““新中产财富保卫战新中产财富保卫战””出谋划策出谋划策。。

移动新媒体时代移动新媒体时代，，我们也诚邀你加入到我们也诚邀你加入到““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财富荟红星新闻财富荟””
微信群中微信群中，，群中的财富小助理们会主动联系各大金融机构专业人士为你群中的财富小助理们会主动联系各大金融机构专业人士为你
解惑答疑解惑答疑，“，“财富荟财富荟””也将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也将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为你打赢这场为你打赢这场““硬仗硬仗””尽绵尽绵
薄之力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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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了”李佳琦
粉丝指责百雀羚

放了李佳琦鸽子以后，李佳琦
的“所有女生”在12日将百雀羚送
上了热搜。

双十一前两天，在李佳琦的直
播间，记者发现李佳琦在直播中连
续对百雀羚秒杀进行了预告。不
过，但到了双十一当天，在直播的
过程中，李佳琦的工作人员提醒
他，百雀羚临时改变了主意，不能
给李佳琦直播间最低价格。

“我要做就给你们最低价，不做
就不要参加双十一，我一直和他们
老板扯，扯到现在，刚刚答应我们说
来，后来又不来，这种没有信任的品
牌，就没有必要跟他们合作。”说完
这些话以后，李佳琦迅速对另一个
美妆品牌进行推荐，但他又补充了
一句：“不来就算了，没关系，百雀
羚以后合作靠缘分好不好。”

在李佳琦的“带货”生涯中，他
曾因为自己直播间的东西卖得比
别人贵，而号召粉丝去退货；碰到
不好用的产品直接吐槽并告诉粉
丝不要买。粉丝很信任他。
然而，百雀羚放了李佳琦鸽子不
久，却又出现在了另一位头部带货
网红薇娅的直播间里。李佳琦的粉
丝纷纷指责百雀羚缺乏诚信，攻陷
其官博并将其送上热搜。

9月的直播上热搜
李佳琦被指虚假宣传

13日，李佳琦又因为9月的一
次直播备受质疑，再次登上热搜。

2019年9月的一场直播中，李
佳琦指着身旁印有状元蟹logo的
红色包装盒子说道，“这个是状元
蟹，阳澄湖的大闸蟹。是最好的，23
年老品牌。”彼时，手机屏幕左上角
的观看人数逼近四百万。

11月13日上午，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在天猫的“天海藏旗舰
店”找到了这款大闸蟹。该款商品
名称为“阳澄状元蟹”，截至11月13
日下午，这款产品收获评价659条。
很多评价表示，是看到李佳琦直播
才过来购买的。

在数百条评价中，好评、差评内
容都有，而李佳琦被质疑的核心在
于“天海藏旗舰店”的大闸蟹并非来
自于阳澄湖，涉嫌“虚假宣传”。

“阳澄状元是大闸蟹品牌，非
阳澄湖蟹，咱们从全国各大湖区精
选好蟹，也就是全国各地的蟹都
有，比如太湖、兴化、高淳等各大湖
区。”11月13日下午，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询问，
相关客服如是回复。

13日下午，记者多次致电李佳
琦合伙人贵州美腕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至截稿时暂未得到回应。

不过，13日早上，李佳琦迅速
发布微博称，“双十一大家有关直
播间下单的问题可以微博留言，佳
琦会帮你们联系品牌方及时处理，
因为你们是我的所有女生。”

有意思的是，根据诸多网友的
截图，百雀羚旗舰店官博点赞了有

“李佳琦虚假宣传”标签的微博，令不
少网友认为这是百雀羚的“公关反击
战”。@资深网民小崔 @想要变成妖
怪的小狐狸 分别评论称“百雀羚开
始反击了”“一看就是百雀羚”。

百雀羚公关战？
壹网壹创：跟我们没有关系

近年来，百雀羚的线上营销方
案都是由品牌战略公司壹网壹创
（300792，SZ）在“操盘”。壹网壹创
今年9月登陆创业板，成为了“电商
代运营第一股”。

13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致电百雀羚公司，致截稿时

百雀羚并未回应。但壹网壹创证券
部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称，百雀
羚今年双十一的营销方案的确是
壹网壹创策划、执行的。

为何联系了李佳琦，最后却选
择了薇娅？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不了
解具体细节。至于网络中关于“大
闸蟹热搜是百雀羚的公关反击”这
一说法，上述工作人员对记者称，

“这和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他
告诉记者，壹网壹创还在和李佳琦
的团队进行后续的沟通，“毕竟这
个事情还在发酵中。”

资料显示，壹网壹创成立于
2012年4月，主营业务是为国内外
快消品品牌提供全网各渠道电子
商务服务。从品牌形象塑造、产品
设计策划、整合营销策划、视觉设
计、大数据分析、线上品牌运营、精
准广告投放、CRM 管理、售前售
后服务、仓储物流等全链路为品牌
提供线上服务。

实际上，壹网壹创很大程度上
是依赖于百雀羚这一单一大客户叩
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根据壹网壹创
的招股书显示，从2016年至今，百雀
羚每年都会支付其数亿的营销费用。

壹网壹创招股书显示，2016年
至2018年，壹网壹创营业收入分别
为5.07亿元、7.04亿元和10.13亿
元、2019年上半年营收为5.56亿
元。而另一个数字是，2016年至
2019年上半年，壹网壹创为主要客
户百雀羚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5.81%、73.05%、61.17%和46.72%。
也就是说，单在壹网壹创这一家公
司，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百雀
羚花出去的营销费用达3.84亿元、
5.14亿元、6.20亿元和2.60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袁野

放鸽子放鸽子？？卖假蟹卖假蟹？？公关战公关战？？
李佳琦、百雀羚轮番上热搜

百雀羚代运营商：“大闸蟹热搜”跟我们没关系

昨天，沪指下跌9.58点，以2905.24
点报收，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均以红盘
报收。尽管沪指仍在2900点到3000点之
间的夹板里挣扎，但仍有不少个股在创
新高，已经涨到了你不敢买的地步。

市场昨天表现依旧很弱，沪指一
度下跌超过20点，但并未创新低，尾市
开始回升，最终守住了2900点。在大盘
筑底阶段，部分个股却依然在创历史
新高。最典型的，就是A股第一高价股
贵州茅台。10月15日，贵州茅台股价创
下1215.68元的历史纪录，经过近一个
月的震荡之后，昨天股价上涨1.86%，
最高价达到1227.8元，收盘报1224元。

贵州茅台股价创新高，带动整个
高价股板块集体上行。第二高价股长
春高新大涨4.68%，以494元收盘，创下
历史新高。第三高价股卓胜微，盘中一
度大涨8.59%，最终上涨5.13%，创历史
新高。第五高价股圣邦股份，以涨停收
盘，也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创历史新
高的高价股还有迈瑞医疗以及大涨
9.48%的韦尔股份。

A股市场32只百元股，只有壹网
壹创、值得买、深信服和片仔癀4只百
元股下跌。有朋友可能会问：百元股集
体上涨，跟普通散户有什么关系啊，反
正也不敢买，是否有必要去关注？

其实，未来的市场，真正能够不断
创新高的，可能就是少数核心资产。另
外，现在有些既是高价股，也是核心资
产的公司，不一定就是百元以上的个
股，但是我们相信未来这些公司很可
能也会成为百元股。因为未来的A股
股价结构，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趋势。

另外，在连续较长时间净流入之
后，昨天北向资金开始净流出了。其
中，沪股通净流出12亿元，深股通净流
入5.53亿元，合计净流出6.47亿元。

对于后市，个人观点依然是不悲
观，沪指再往下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大，
现在就是短线筑底阶段。昨天最后半
小时，指数重新拉回2900点，感觉主力
护盘的意愿还是比较强。 （张道达）

高端白酒争相冲千元大关
专家：将压缩中小酒企生存空间

从11月12日开始，水井坊部分产
品开始调价，最高上涨60元，其中典藏
大师版52度500ML跨越千元大关，达
1039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
到，除了水井坊外，今年以来，包括五
粮液、洋河、泸州老窖等高端白酒纷纷
上调价格。

记者13日从市场方获悉，水井坊
已于12日发布《关于调整部分水井坊
产品建议零售价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称，水井坊公司拟对
典藏大师版52度500ML、臻酿8号52度
500ML、臻酿8号禧庆版52度500ML和
鸿运装52度500ML四款产品的建议零
售 价 进 行 调 整 。典 藏 大 师 版 52 度
500ML建议零售价每瓶上涨60元，提
价后建议零售价1039元；另外三款产
品的建议零售价每瓶都上涨20元。

一位吴姓经销商向记者证实，他
已收到《通知》，此次价格上涨，对自己
多少有些影响。另有部分经销商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可以理解，毕竟国窖、
剑南春等竞品都涨了价，水井坊也需
要跟上对手的价格体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服
人员证实，“部分酒确有价格调整，最
高涨幅为60元。”对于调价的原因，该
人员没有回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整理公
开报道发现，今年以来，包括五粮液、
洋河、泸州老窖等在内的头部企业，纷
纷提高产品价格，不少高端酒冲过千
元大关。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向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分析：茅台、五粮液
是整个市场的价格线标杆，“他们往上
移，就会空出价格带，后面的品牌就会
跟上，若他们价格下滑，自然要挤压下
面的品牌，下面的品牌会自动回落。”

山东温和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肖
竹青告诉记者，运营成本的增加倒逼
白酒企业涨价，从而将部分成本间接
转移给市场和消费者。

成都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公司首席
酒业分析师袁野认为，临近春节之时
会有很多白酒涨价，这是传统套路。很
多白酒企业还通过涨价，迫使经销商
打款压货，从而使年报更好看一些。

此次涨价将有何影响？欧阳千里
认为，“马太效应”明显，中小酒企的生
存或将被进一步压缩，成为区域内消
费的产品。在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看
来，高端白酒产品价格升级，一方面会
加速推动中国酒业价格带升级，另一
方面会加剧市场竞争，对于行业去泡
沫以及中小酒企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另外，袁野预计，除了具有金融产
品属性的茅台外，其他高端白酒涨价
潮可能会持续多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晨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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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类个股
涨到你不敢买

今年的双十一今年的双十一，，属于李佳琦属于李佳琦，，和他的和他的““所有女生所有女生”。”。
1313日日，，李佳琦又上新浪微博热搜李佳琦又上新浪微博热搜。。他被指在他被指在99月的一场直播中月的一场直播中，，推荐的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并非来并非来

自阳澄湖自阳澄湖，，继不粘锅之后再次涉嫌虚假宣传继不粘锅之后再次涉嫌虚假宣传。。而在前一天的热搜中而在前一天的热搜中，，国货美妆品牌百雀羚还曾因为国货美妆品牌百雀羚还曾因为
放了李佳琦的放了李佳琦的““鸽子鸽子””被网友轮番攻击被网友轮番攻击。。不少网友认为不少网友认为，，这是百雀羚的公关反击战这是百雀羚的公关反击战。。

是李佳琦是李佳琦““翻车翻车”，”，还是百雀羚的公关战还是百雀羚的公关战？？1313日日，，李佳琦发微博称李佳琦发微博称，“，“双双1111所有问题所有问题，，佳琦会帮你佳琦会帮你
们联系品牌方及时处理们联系品牌方及时处理”，”，而百雀羚的线上代运营商壹网壹创而百雀羚的线上代运营商壹网壹创（（300792300792，，SZSZ））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成都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成都
商报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红星新闻记者，“，“大闸蟹的热搜跟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大闸蟹的热搜跟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11月11日

李佳琦被百雀羚
“放鸽子”，缺席李佳琦
直播间的百雀羚后来
在另一位头部网红薇
娅的直播间出现。

●11月12日

李佳琦粉丝指责
百雀羚缺乏诚信，攻
陷其官博，并在12日
将其送上热搜。

●11月13日上午

李佳琦被质疑，直
播中推荐的“阳澄湖大
闸蟹”并非来自阳澄湖，
涉嫌“虚假宣传”，再上
热搜。百雀羚点赞。不少
网友认为这是百雀羚的
“公关反击战”。

●11月13日下午

百雀羚线上代运
营商：大闸蟹热搜跟我
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欢迎扫码加入“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财富荟”
微信群

“第十五届中国（成都）金融理财节”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