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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江南）四川
苏宁近日宣布，将从5月开始
启动“夏季百日攻略”。四川
苏宁副总经理彭文松介绍，该
活动将以用户体验为核心，是
一场覆盖全品类、全渠道、全
区域、全天候的促销让利“百
日攻略”，将以“5·20”万人空
巷抢空调为开端，一直延续到

“8·18”大促。与此同时，苏宁
还将大打服务牌，推出快速送
装、苏宁等特色服务，打造出
今夏全川最大的狂欢购物节。

白酒板块昨日强势领涨，山
西汾酒涨逾7%，洋河股份、五粮
液等5只个股涨幅均超2%。

白酒板块龙头贵州茅台年
内已经屡创新高。4月18日，贵
州茅台突破400元大关，昨日盘
中更是首次突破450元大关，一
度冲高至 454.47 元，最终收盘

于 454.20 元，今年累计上涨
35.93%。

按照收盘价计算，贵州茅
台昨日市值达到了5706亿元新
高，与中国石化5733亿元的流
通市值已相差无几。

四川知名白酒企业五粮液
和泸州老窖也不甘示弱，昨日

收盘涨幅均超2%。五粮液收
盘价报48.26元，涨幅达2.40%，
创下上市以来新高，今年已累
计上涨43.72%。泸州老窖昨日
盘中也创下 49.12 元的历史新
高，最终收盘报48.70元，涨幅
为2.79%，今年以来的涨幅更是
高达47.58%。

早报讯 当前，公募基金已
成长为主要的大众投资理财产
品之一，随着互联网金融科技的
深度应用以及监管政策的逐步
开放，金融业态和市场竞争格局
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公募基金加
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布局势在必
行，财富管理践行普惠金融的步
伐加快进行。昨日，华安基金与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
战略合作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华
安T+0货币基金业务在成都农
商银行直销银行平台上线，这拉
开了两家机构在互联网金融战

略和业务合作的序幕。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常务

副行长李剑飞表示，互联网金
融不是封闭的平台建设，也不
是狭隘的构筑壁垒，它是开放

的、合作共赢的、共创共建共
享的金融生态圈，是服务供给
侧与客户需求端的有效对接，
是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产品的
有机结合，是相互间的资源共

享和取长补短。作为华安基
金在国内互联网金融领域的
重要合作伙伴，成都农商银行
通过直销银行平台 i 邦银行与
华安基金无缝对接，为客户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低门槛的
普惠金融服务。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于2009年 12月设立，已
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农村商业
银行之一，总部设在成都，注册
资本金为 100亿元。截至去年
末，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设有各层
级机构647家。 （沈婷婷）

白酒股“飘香”五粮液等创新高
分析师表示，近期白酒股有所分化，但有业绩支撑的个股估值有望继续抬升

■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在股市震荡调整
行情中，白酒板块今年
却逆市走强。昨日，在
沪指下跌 0.45%的背
景下，白酒股再次逆
市上涨。其中，五粮
液、贵州茅台、泸州老
窖盘中均创下上市以
来的历史新高。分析
师认为，随着业绩转
暖，在五粮液、贵州茅
台、泸州老窖的领涨
下，今年以来白酒板
块普涨。虽然近期白
酒股有所分化，但有
业绩支撑的个股估值
有望继续抬升。

上市白酒企业
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8.51%，环比增长42.11%，净利
润同比增长 23.05%，环比增长
81.72%

高端白酒企业
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21.01%

次高端白酒企业
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17.23%

中端白酒企业
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2.31%

携手华安基金 成都农商行深耕互联网金融

多只白酒股累计涨幅超三成

数据显示，上市白酒企业
2017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18.51%，环比增长42.11%，净
利润同比增长23.05%，环比增
长81.72%，白酒行业回暖趋势
没有改变。其中，高端白酒企
业、次高端白酒企业和中端白
酒企业一季度营业收入分别同
比增 21.01%、17.23%和-2.31%，
白酒行业业绩正在持续分化，
高端白酒收入增速明显快于行
业平均。如今年一季度，贵州
茅台、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5%、
23%和34%。

伴随白酒股的持续上涨，
板块行情什么时候出现回调，
成为投资者热议的话题。多家
券商认为，白酒行业景气趋势
明确且可持续。相比之下，二、
三线酒企的业绩出现分化，部
分低于预期。在白酒行业整体
回暖以及持续分化的背景下，
拥有业绩支撑的中高端白酒的
估值将有望继续抬升。

申万宏源分析师表示，白

酒需求向高端酒、次高端酒和
地方名酒集中，现阶段量价齐
升、价格弹性显现，“提价增利”
明显。

在分化行情下，龙头酒企
仍被坚定看好，有多家券商认
为，一线酒的超预期将主导板
块个股的一致上涨，未来二、三
线酒估值回归合理后仍有机
会。长江证券分析师表示，在
白酒基本面持续改善及估值尚
低的背景下，白酒板块行情仍
可持续。

中高端白酒估值有望继续抬升

四川苏宁启动“夏季百日攻略”

白酒股今年累计涨幅（部分）

贵州茅台 累计上涨 35.93%
五粮液 累计上涨 43.72%
泸州老窖 累计上涨 47.58%

白酒行业业绩
正在持续分化

启
动
战
略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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