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期一片向好之下，昨日白
酒股为何纷纷暴跌？记者紧急采
访了多位基金经理，他们表示，前
天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
案的二审稿或是直接影响昨日白
酒行情的重大因素之一。此外，高
端白酒需求不确定性增强、市场传
消费税再次调整和部分标的业绩
快报表现欠佳等或是造成昨日白
酒股回调的部分原因之一。

另外一位基金经理坦言，虽然
前天沪指大涨百余点冲上2600点
位，但是市场信心、上涨动能等并
不是很充分。此外，在经济下行的

大背景下，作为消费品，市场对白
酒的担忧情绪始终无法消除，因此
趁近期市场好转，或存在纷纷减
仓、落袋为安的意愿。

另外一位公募人士指出，早在
国庆假期后，市场便有传言称中国
高档白酒也将和游戏、烟等产业一
样进一步提高消费税，以便为其他
行业减税留下空间。虽然该传言
后续被酒业协会领导等多方认证
为谣言，但市场对此还是心存担心
的。另外，白酒行业前三季度业绩
增速预计整体下滑，这也较为受到
市场关注。

在杭州拱宸桥西侧，有一个
叫做“江南里”的中式别墅住宅，
整个小区由76套中式园林风格
的独栋庭院别墅组成。因为地
理位置好，绿城开发，设计独特，
2016年“江南里”开盘时，每平
方米的均价已经达到了十万以
上。

上周五，“江南里”76套别
墅中的一套，300多平方米中式
合院的铜制大门上，被杭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贴上了封
条。时过两年，目前江南里的市
场价大约20万元每平米，也就是
说这套被查封的别墅目前价值
6000万元以上。这套被查封的
别墅，业主是一个80后的姑娘。

经过法院查证，其实这套房
子真正的房主名叫王一（化名），
是业主姑娘的母亲，1963年出
生，浙江人，是杭州金融圈里颇
有名气的股市操盘手。

根据法院的了解，早几年股
市行情好的时候，王一借款投
资，向不少人借了钱，单笔借款

数额达到数千万。
因为正好赶上前

两年的那几波牛市，再
加上王一独特的眼光，那
几年她赚到了钱，先后买
了武林壹号和江南里两套
价值数千万的豪宅。

不过，这两年股市行情
急转直下，王一投资的股票
接连出现亏损，有一些股票甚
至被强行平仓。

去年以来，王一把自己江
南里（目 前 价 值
6000 余 万 元）、武
林壹号（目 前 价 值
6000 余 万 元）、湖墅
路某80多平方米高层
公寓等三处房产陆续抵
押给银行。

可是，从去年开始，接
连几波股市下跌，这些融资款
项很快被消耗殆尽。

法院也了解到，即便她的三
处房产全部拍卖，还是不够她还
清所有借款。 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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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双11还不到一个月，多
家快递企业动作频频。

10月17日，顺丰和网易考拉
联手打造“专属”自动化仓库开
仓。今年双方的合作形式，变成
专门为网易考拉售卖的产品打造

“专属”仓库，该仓库占地约5万平
方米，预计最多能储存700万-
800万件货物。

一天后，百世和外运发展达成
合作，将联手拓展全国各区域的综
合物流服务。依照协议，百世将承
接外运发展国内段综合运输业务，
在仓储、物流、智能运力调度等方
面服务于外运发展，同时也在智慧
供应链及整车运力等方面提供服
务，外运发展将在进出口贸易与国
际运力方面和百世展开深度合作，
积极帮助生产制造商、品牌商等参
与到全球贸易中。

与此同时，面向C端的快递
服务也在近期升级换代。京东物
流开启北上广个人快递业务。京
东物流 CEO 王振辉表示，和顺
丰、圆通等相比，京东快递还会把
寄快递和京豆积分打通，形成优
惠，“除了确保安全、稳定、快速
外，我们还想推出不同玩法，让客
户在寄快递时，有不同乐趣和不
同收益。”

圆通发布“通达系”首个直营
品牌“承诺达特快”，该品牌是对
标国际、服务中高端客户的高频
配送服务网络，将与现有的经济
型快递协同共进，服务电商个性
化需求，可实现同城、经济圈范围
内即日达、次晨达。

随着各大物流企业纷纷“官
宣”，围绕双11的“战火”提前被

“点燃”。 南都

近日，不少持卡人发现，现在信
用卡积分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了。

据记者查阅各银行信用卡中心
公告和章程了解到，多家银行近期已
经调整或即将调整信用卡积分兑换
权益，常用的航空里程兑换、生日积
分翻倍等规则变得愈发严格，兑换同
等商品所需的积分也大幅增加。

积分累计权益缩水
从年初开始，不少信用卡用户就

发现很多“积分福利”缩水了。从9
月份开始，各银行又开始了新一轮调
整。有部分银行调整了信用卡积分
累计上限。

以某股份制银行为例，该行公告
表示，自9月份起调整信用卡积分累
计规则。具体来看，单个自然月按照
客户名下已激活卡片（不含公务卡和
消费贷款类卡）授信额度的2倍设定

积分累计额度上限，如当月累计的
积分超过2倍额度上限，超出的部分
将不再累计至持卡账户中。而此前
该行客户在生日当天可享受3倍积
分，一度是不少持卡人积分快速“升
值”的途径。

还有部分银行将计入积分的商
户类别进行了缩减。一家股份制银
行则规定，航空类联名信用卡在家
电、珠宝类商户的签账消费将不再
获得信用卡积分。

积分兑换权益降低
除了积分越来越难获得外，已

累计积分可兑换的权益也大幅降
低。今年以来，多家银行兑换同等
商品所需的积分大幅增加，不少持
卡人调侃“积分通胀”太厉害了。

以兑换星巴克咖啡为例：
某股份制银行以前6000积分

就能换一杯，今年直接跳涨到12000
积分，涨幅100%。

在某国有大行，目前17500积分
才能兑换一杯星巴克。按照消费1元
攒1积分计算，兑换一杯星巴克至少
需要消费17500元。

在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兑换一杯
星巴克中杯咖啡所需积分，从最开始
的600积分，涨到如今的999积分，而
该银行的积分规则是刷卡20元才可
能积1分。而以往该行信用卡积分可
店面兑换的产品，如20积分抵一元
兑换棒约翰，20积分抵一元兑换DQ
冰淇淋，30积分抵一元兑换肯德基多
数兑换活动也相继暂停。

积分兑换权益缩水的情况在各
个银行都有体现，据记者粗略计算，
按照现行的银行积分体系，绝大多数
信用卡要刷满十几万元才能兑换价
值一两百元的商品。 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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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超2700只个股飘绿
股指回落的同时，沪深两市大

部分个股收跌，超2700只个股下
跌，仅600余只交易品种上涨。不
计算ST个股，两市50多只个股涨
停。

成交量方面，两市合计成交
3575.79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
4220.29亿元，缩量644.5亿元。

大多数行业板块随股指收
跌。白酒板块表现最为疲弱，整体

跌幅高达逾6%，水泥、机场服务、
保险板块跌幅也超过3%。当日仅
有贵金属板块录得1%以上的涨
幅。

隔夜美股表现不尽如人意，政
策“组合拳”效果显现也存在滞后
效应。加上经历前一交易日的放
量大涨后，短期获利盘回吐压力增
大，多重因素影响下A股缩量回调
整理。

白酒股一天蒸发近1200亿
昨日上午，白酒板块跌势凶

猛，截至午间收盘，酒类指数大
跌 5.27%，远超跌幅第二的食品
指数近 2个百分点。下午，白酒
板块的集体颓势并未逆转，反而
继续下挫。截至收盘，在 67 个
行业指数中，酒类指数以 7.19%
的跌幅位居跌幅榜榜首，而依次
排名其后的保险指数、软饮料指
数等跌幅均不过在 3 个百分点
左右。

据统计，昨日白酒板块市值共

蒸发了近1200亿市值。
个股方面来看，截至昨日下午

收盘，除了*ST皇台等少数白酒股
收红之外，洋河股份、水井坊、舍得
酒业、口子窖、古井贡酒等多只白
酒股纷纷受到重挫。水井坊、舍得
酒业、口子窖等个股跌幅均超过
8%，泸州老窖、山西汾酒、五粮液、
贵州茅台等跌幅亦超过7%，回调
幅度较大。

其中洋河股份逼近跌停，以
9.61%的跌幅收盘。

白酒股为何纷纷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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