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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茅台买一瓶飞天

贵州茅台股价的不
断攀升，与茅台公司业绩
持续增长分不开。5月22
日，贵州茅台召开2016年
股东大会，全年实现净利
167.18 亿 ， 同 比 增 长
7.84%。 与此同时， 公司
股价也在23日实现新的
高点，报收454.2元，市值
突破5700亿元，居全球烈
酒第一。

产品供不应求则是一
剂威力奇大的股价催化
剂。公开报道显示，2017年
全年茅台酒投放计划为
2.68万吨。目前，已销售茅
台酒6500余吨，占全年计
划的30%以上。 到今年6
月30日，可投放市场的53
度茅台酒大概在6500吨，
只 能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的
20%~25%。

目 前 茅 台 控 价 在
1300 元 ， 但 批 发 价 在
1230元。 按照这个批发
价格来计算，3股贵州茅台
的股票就可以买一瓶53度
茅台酒。

内地机构“完美错过”

在茅台酒价、 股价齐
飞天的时候， 内地机构却
完美地错过了良好时机。

比如，公募基金在今
年一季度，合计持有贵州
茅台2305万股，相比年初

仅增持了100万股。 所有
公募基金的持股总数，大
概只有同期港股通持股
茅台的三成，比不过国家
队证金公司一家的持有
总额。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一季度末， 涉足茅台的重
仓基金大约只有255只，这
些基金户均持有贵州茅台
不足10万股， 以当时的平
均持股市值论， 不足4000
万元。 最为郁闷的当属证
金公司，在一季度内，证金
公司整体减持了茅台225
万股左右。 这些个股如果
持有至今， 能为证金公司
多增值1.35亿元。

那么是谁在不断抬高
茅台的股价？ 根据港交所
数据，截至5月20日，沪股
通资金持有贵州茅台7274
万股，占总股本的6.3%，是
除国有控股股东外的第一
大流通股东， 成为其股价
上涨的推手。

不过， 内地机构似乎
也意识到这一问题，5月23
日盘后数据显示， 仅当天
便发生了5笔大宗交易，成
交总金额为2416.89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5笔交易
中有四笔的卖出方均为中
投证券深圳科技园证券营
业部， 买方均为华泰证券
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
证券营业部。 另外一个卖
出席则是机构专用， 买方
为方正证券。

近日，长沙市民张先生在
中信银行成功提款140万元，
称赞“办理贷款的效率太快
了”。据悉，张先生的公司中了
一个标， 需投入200万资金。
获知中信银行的房抵贷最长
可贷款30年， 还款方式灵活
方便，张先生在中信银行申请
贷款， 竟然很快就办下来了，
银行还不收取任何费用。

据了解， 中信房抵贷是
指客户将其名下的自有房产
以最高额抵押的形式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额度内的
贷款可循环使用， 满足家庭消
费和经营用途的个人贷款业
务。 与一般房产抵押类贷款相
比，主要优势表现在：一是贷款
额度高，抵押率最高可达90%；
二是贷款期限长， 综合授信期
限最长可达30年； 三是贷款用
途广，打通消费和经营用途；四
是业务流程简， 客户通过办理
房产最高额抵押， 一次递交材
料、一次授信审批，办理效率大
大提高。 ■彭娇 经济信息

5月23日，位于岳麓区58
众创的长沙银行硅谷支行正
式开业， 成为我省首家投贷
联动专营支行。 该支行将通
过联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股权投资机构、 众创空间等
服务平台， 整合企业成长的
相关服务资源， 专注于为初
创型企业、科技型、文创型企

业等轻资产运营企业提供综合
化服务。

当天， 长沙银行还举行了
投贷联动产品发布会， 推出了
“投贷跟”以及“认股选择权”两
类产品， 为破解轻资产运营企
业融资难、 融资贵难题提供了
新型解决方案。
■潘显璇 滕江江 经济信息

454元！史上最贵A股还能涨多高
贵州茅台股价与酒价齐飞天，公募基金与小散同当看客

根据茅台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前十
大流通股东累计持有9.47亿股， 累计占流
通股比75.41%。 虽然环比减少了1407.31万
股，但是大部分流通股依然处于控股股东
和大机构手中。这也是贵州茅台股价能够
保持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有控股股东茅台集团和关联机构
茅台酒厂技术开发公司持有最多流通
股；此外，代表外资的沪股通账户和QFII
机构占据了4席，持股近1亿股，为第一大
专业投资群体；国家队证金公司和中央
汇金公司合计两席，持股逾越3600万股。

为何内地机构投资者不敢大手笔持
有贵州茅台？高股价必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股价高企，其流动性必然会大打折
扣，这与内地多数机构投资者的中短线投
资风格不符；另一方面，投资贵州茅台必然
需要大笔资金，会直接影响基金投资组合，
即重仓单只股票，一旦茅台回调，基金的收
益率必然大幅下挫。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 买贵州茅台
股票比买茅台酒还要难以下决心。 同样
是股价过高，买一手股票就需要4.5万多
元，除非是减持长期投资的投资者，否则
不会选择贵州茅台， 毕竟其股价涨势并
不算快，且流动性不强。

投贷联动专营支行落户58众创

中信银行房抵贷推一站式服务

景顺长城量化基金表现抢眼
今年前四个月， 量化基

金的平均回报率仅为 -1.
9%。在投资者纷纷质疑量化
基金的声音中， 景顺长城旗
下量化基金业绩却显得非常
突出。 据Wind数据统计显
示， 其投资总监黎海威管理

的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和景顺
长城量化精选， 分别在同期73
只主动管理的量化基金中排名
第1名和第12名； 而在47个增
强指数型基金当中， 景顺长城
沪 深 300 指 数 增 强 更 是 以
10.16%的收益率勇夺第一。

建信优选成长总回报296.63%
WIND数据显示，截至5

月16日， 上证综指近一个月
下跌4.10%。复杂的市场环境
成为基金产品最直接的“试
金石”。据了解，建信基金旗
下“老牌”产品建信优选成长
投资风格稳健， 在市场调整

中表现出良好的抗跌能力。截
至5月16日，建信优选成长A近
三个月取得正收益3.73%，远优
于大盘同期表现。 建信优选成
长A自2006年9月成立以来取
得总回报296.63%， 跑赢大盘
涨幅209.24%。 ■黄文成

货币基金配置价值凸显
今年以来， 货币基金受

益于资金面紧张收益水涨船
高。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
至5月19日，全部货币基金及
短期理财产品七日年化收益
均值达3.65%，部分货币基金
七日年化收益稳站“4”字头，

例如工银瑞信如意货币。 业内
人士表示， 投资者可将货币基
金作为重要的配置方向。 银河
证券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5
月19日，股票、债券基金平均收
益分别为0.22%、-0.53%，而货
币基金同期收益达到1.31%。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
发展的需要， 更是资源环境
的诉求； 不仅需要基础设施
的联通， 更需要绿色发展新
理念的指引。近年来我国新能
源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水电、风电、光伏、储能、新能
源汽车等产业稳步推进，与之
相关的上下游行业也随之快

速发展。跟随“一带一路”战略方
针，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企
业沿着“一带一路”的蓝图，迈开
了“走出去”的步伐。新能源产业
相关投资机会也再次获得资本
市场关注。华夏基金正在发行的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基金敏锐
发觉这一新发展趋势，将积极展
开投资布局。

华夏能源革新紧跟“一带一路”
454.2元！你没看错，贵州茅台的股价

在5月23日再创历史新高， 成功站上450
元大关。 按照当前53度茅台酒1230元左
右的批发价格来计算，3股贵州茅台的股
票就可以买一瓶了。

从年初至今， 贵州茅台涨幅达到
35.93%，总市值从4200亿元增长到22日
收盘的5706亿元。那么，茅台的酒价和股
价齐飞升的原因是什么？

■记者 黄文成

观察

为何不敢买，高价惹的祸

本报5月23日讯 昨日下午，唐人神
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天图投资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据悉， 天图投资专注于消费品投
资， 管理资产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其
投资了百果园、周黑鸭、江小白等知名
消费企业， 多数是所在细分行业的领
导品牌。

唐人神耗时30年时间投资30亿元
专营生猪产业链。 创始人兼董事长陶一
山表示，与天图投资战略合作，将助推公
司围绕大食品发展方向开展股权并购、
业务整合等活动。 据了解，2017年一季
度公司肉品业务实现利润300余万元。

■记者 黄文成

湘股动态

唐人神推进大食品战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