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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A股延续小幅调整态
势。 在周末多省会城市出台房地
产限售政策的情况下， 房地产行
业领跌所有板块。

当日，上证综指小幅低开，以
3341.55点报收，跌0.33%。深证成
指收盘报10930.67点，跌1.26%。两
市延续跌多涨少格局， 上涨品种

总数近700只， 下跌品种总数约
2500只。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逾4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中，白酒、新药、石
化系涨幅居前， 涨幅超过1%，特
色小镇、房地产、中科院系跌幅居
前，跌幅在3.5%以上。

■据新华社

虽然两市重挫，成交量萎缩，
但有一个板块却逆势走强， 全天
吸金超过45亿元， 净流入金额也
达到12.3亿元。 这个板块就是白
酒股。

午后，白酒股再度反弹，洋河
股份（002304）领涨，明星股贵州
茅台（600519） 盘中一度涨至
508.20元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山
西汾酒（600809）大涨4%，酒鬼酒
（000799） 和沱牌舍得（600702）
等多只白酒股涨2%。

近期茅台成功突破 500元
大关，成为A股绝对王者。三湘
都市报记者查看该股近几年的
走势发现， 贵州茅台从2014年
开始至今已经连续4年上涨，今
年继续保持上涨趋势已无悬
念。4年来， 该股累计涨幅已经
高达492%。

近期， 央行重启28天
逆回购， 超量续作MLF，
债市再现回暖信号。截至9
月15日，10年期国债收益
率下跌至3.5813%，较8月
初下跌近30个BP。考虑到
近期经济面和政策面的边
际变化均利好于债券市
场， 加之投资者避险情绪
发酵，债市回暖或将延续，

债券基金收益逐步企稳。
wind数据显示， 截至9月
21日， 长信可转债A/C今
年 以 来 回 报 分 别 为
8.67%、8.35%。 长信利丰
债券C、 长信利保债券今
年 以 来 回 报 分 别 为
4.47%、4.27%， 近半年业
绩反弹较大。

经济信息

贵州茅台股价突破500元大关，成20年来最贵A股

震荡趋势下“喝酒吃药”行情开启

今年以来，A股呈现明显的
分化趋势， 一方面绩优股持续上
涨，新高不断；另一方面垃圾股跌
跌不休，新低不断。总体出现了两
级分化的趋势。

截至9月25日，两市百元股共
有16只，而2元股则有9只。其中
亿联网络高达300元的股价居于
百元股榜次席，吉比特则以216元
居第三， 其余百元股则都在
100-200元之间。

从行业来看， 百元股“朋友
圈”主要分布在消费、科技和生物

医药领域，其中，科技类公司表现
最为突出，有6家，占比为37.5%，如
亿联网络、吉比特、富瀚微、兆易创
新和平治信息等。同时，家居用品也
有两家公司闯入百元俱乐部，分别
是尚品宅配和欧派家居。 生物医药
领域的有华大基金和长春高新。

在这16只百元股中， 有不少
是次新股，仅贵州茅台、长春高新
和洋河股份为老股。13家公司为
上市一年之内的次新股，2017年
以来上市的百元股有9家，占比高
达七成左右。

9月25日，贵州茅台再度刷新历史高点，报收
507.24元，盘中一度冲高至508.2元，成为每股注
册资本可比的情况下， 有史以来的第一只收盘超
过500元的股票。

不过， 这样的股价让大部分个人投资者无缘
股王，因为成交一手就要5万多元、两手就要10万
多元， 而当前A股市场七成账户的市值都不足10
万元。

■记者 黄文成

行情
一手茅台股票
可买40瓶茅台酒

A股投资者的结构相对稳
定， 在未发生超级牛市的前提
下，历史数据依然可以作为当前
的参考。

根据中证登2009年-2016年
期间披露的历史数据，A股市场
持股市值1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平
均占比为80.61%， 绝大多数时间
该比例都超过70%， 仅在2015年
牛市期间曾低于70%。

这意味着八成投资者买不起
两手茅台。 不仅如此， 股票买不
起，贵州茅台的酒也难买，有钱还
不一定买得到。

在产品端的贵州茅台酒也不
好消费。截至目前，飞天茅台53度
500ml一瓶酒官方零售价是1299
元， 但这一标准频频被零售终端
突破，消费者要么需要加价、要么
需要抢购。于是，这也出现了厂商
主动要求控价的新奇场面———别
人做生意怕卖不了高价， 贵州茅
台做生意怕价格太高。

茅台酒今年再度一飞冲天，
茅台集团严格限制销售商要求
稳定在1300元以内。虽然茅台酒
限价，但贵州茅台的股票不能限
价，有资金的投资者不妨买些长
期持有。

有多 家 券 商 给 予 贵 州 茅
台强烈推荐或增持买入评级，
并且预计最高股价已经达到
600元 /股。

数据
八成投资者
买不起茅台股票

行业 百元股与两元股都在扩容

近期，大盘面临调整，横盘震
荡已有3周有余，资金存在避险需
要。因而，“喝酒吃药”成为当前的
主题投资热点。

9月25日，沪深股指均出现调
整，其中深成指、创业板均大跌超
1%。从板块来看，两市行业板块
指数中， 仅3个板块实现上涨，分
别是生物制品、 饮料制造以及国
防军工。从这些板块的特点来看，
避险功能很明显。

饮料制造板块自不必说，随

着国庆中秋假期到来， 必然迎来
一波消费高峰期， 因而受到市场
的追捧。至于生物制药板块，今年
以来便处于滞涨的状态， 很多股
票都是长时间横盘震荡。在9月25
日当天， 这些个股纷纷呈现量价
齐涨态势， 多数股票放出了近一
年来的天量水平。

由此可见， 短期内“喝酒吃
药”行情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对于
有避险需要的投资者不妨选择其
中标的进行投资。

观察 “喝酒吃药”行情开启

债市回暖或将延续
二级债基反弹较大

行情连线

近期获批的公募FOF
（基金中的基金）即将于26
日正式发行。 因其承载着
资管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市场各方高度关注。 其具
有哪些优势？ 投资时又应
注意哪些问题？

为资产配置而生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数据显示， 截至
2017年7月底，国内公募基
金市场总规模已突破10万
亿元，基金数量达4486只。
对于投资者来说， 从中挑
选一只好的基金来投资并
不容易。

“投资者通过资产配
置来优化投资组合的需求
日益强烈， 资产配置将是
我国资管行业的发展趋
势。”嘉实基金副总经理李
松林说，公募FOF的发行，
意味着大众投资者可以获
得过去只有高净值客户享
受到的服务， 由专业的管
理团队进行资产配置研
究、基金投资风格研究、历
史业绩分析等专业性较强
的操作。

具体来看， 公募FOF
可以有效解决国内投资者
买基金和选基金因专业知
识不足带来的困境。 从过
往大众投资者的投资情况
来看， 普遍存在着有的基
金产品呈现净值上升走
势，但却出现亏钱的现象，
这从侧面说明了投资者并
没有充分把握好基金申购
和赎回的时点。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
经理杨德龙说， 公募FOF
可以帮助投资者挑选比较
好的基金作为投资标的，
其次是择时的把握。 通过
专业的管理团队决定股票
基金、 债券基金或者商品
类基金的配置比例， 进而
选择申购、 赎回相应基金
的时间来构建产品。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可以看出， 相比普通
基金， 公募FOF具有与之
不同的优势。 但李松林也
建议， 投资者在选择公募
FOF前， 应充分了解公募
FOF与以往普通基金之间
的差异。

李松林说， 公募FOF
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大类资
产配置来帮助投资者实现
长远的投资目标， 这与以
往的普通基金专注于投资
某一类资产有明显区别。
在FOF产品的选择中，最
好的产品应该是适合投资
者自身的产品。 投资者在
挑选产品的时候， 最重要
的是充分评估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 根据每个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 选择与
自身风险水平相适应的产
品， 不能盲目追求高收益
而忽略了风险。

同时， 在公募FOF尚
没有丰富的历史业绩作为
参考的情况下， 投资者仍
需要关注普通基金产品的
历史业绩和基金公司规
模。 ■据新华社

首批公募FOF
节前扎堆发行

房地产板块领跌

公募FOF是以其他基金为投资对象的基金，其投资组
合全部由基金组成。FOF与一般基金最大的区别在于，其
投资范围仅限于基金，并通过持有其他基金的方式间接持
有股票、债券等证券资产，以期实现资产配置、分散投资及
长期稳健增值的目标。

链接

公募FOF：投资范围仅限于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