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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专卖店茅台酒缺货

一般来说，夏季是白酒
市场的淡季，白酒企业会在
这段时间储备原料，积蓄势
能，等待进入旺季时占领市
场先机。

但今年的白酒市场，却
因为茅台酒价格的步步攀升
显得有些不太平静。

8月5日下午，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在黄河路一家
茅台专卖店采访时，该店负
责人李女士告诉记者，售价
为1499元的53度飞天茅台
已经缺货好长时间了，至于
什么时间到货，她也不太清
楚。“现在，购买飞天茅台需
要提前预约，一旦到货马上
会通知预约者，目前已经约
了两三百人。”

在中州大道商鼎路附近
的茅台专营店，该店负责人
也告诉记者，目前1499元的
飞天茅台暂时缺货，如果要
购买也要先预约。

商鼎路另一家茅台经销
商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表示，他们店的飞天茅台
从6月已经开始断货，厂家已
经两个月没有发过货。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走访多家茅台特约经销
商、专营店发现，1499 元的
53度飞天茅台经典款大部分
处于缺货状态，仅有少数几
家直营店没有出现断货。虽
然没有断货，但是却对消费
者的购买数量进行限制。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
货栈街茅台专营店工作人员
表示，为了防止黄牛炒价，让
消费者喝到茅台，他们每天
都会向市场供应一部分茅台
酒，购买者凭身份证限购两
瓶。

“一配二”才能原价购买

那么，有茅台酒的专卖
店价格怎样呢？1499元能否
买到茅台酒呢？

陇海路黄河南路一家名
酒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店里的茅台酒售价
为1499元，但是必须“一配

二”配货销售，即要买一箱茅
台酒，还要加购2箱单瓶价格
880元的钓鱼台酒。“否则的
话，茅台酒的价格只能是
2499元一瓶。”

这名工作人员又说，之
所以会卖2499元一瓶，是因
为他们的进货价格太高。

商鼎路一家酱酒文化馆
的负责人证实了这一说法。
他表示，他们文化馆的进价
基本上就是2400元每瓶，每
瓶加100元左右就对外出售
了。“卖茅台酒不指望赚钱，
只是通过茅台把客人吸引到
店里，消费其他类型的酒。”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有
卖茅台酒的专营店价格基本
上在 2400 元至 2600 元之
间。仅有少数老酒卖 3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上，更有储
存15年的老酒卖价1万元以
上。

不仅线下非常稀缺，线
上同样一瓶难求。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在天猫官方
茅台旗舰店和茅台集团官方
线上平台均搜索不到飞天茅
台产品，在京东、天猫等平台
出售的飞天茅台都出自自营
烟酒店，价钱在 2500 元到
3000元不等。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
访者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每天早上排队1499
元购买的人，不见得全部都
是喝酒的人，还有部分烟酒
专卖店的店主。“他们1499元
价格买回，又以2499元的价
格卖出，一转手就赚了1000
元。”

“之所以会造成茅台酒
价格上涨离谱的情况，是因
为部分经销商在囤货。”一名
业内人士说，中秋节快到了，
他们的目的是在中秋节前把
价格再抬高一点。

茅台酒属性已经转变？

对于后期茅台价格是否
还会继续上涨问题，有业内
人士表示，持续上涨的几率
很小，中秋节前，茅台酒厂会
根据市场需求适当地放量，
来调控价格。

“去年中秋节前茅台的
价格从2200元回落到1700
元左右，而今年是否会下跌，
目前是个未知数。”

对于茅台酒价格居高不
下的局面，著名白酒专家蔡
学飞表示，目前，茅台在部分
城市突破 3000元大关的现
象，在2012年时出现过一次，
此 次 是 第 二 次 突 破 3000
元。“首要原因是，茅台酒的
整体供应量偏小，导致市场
产品稀缺，因此才会有这么
多人去追捧茅台，推高茅台
酒的价格。”

据了解，2019年茅台酒
投放量为约3万吨，业内人士
预估，河南市场的投放量在
2000吨左右。

“其次，茅台酒的属性已
经被改变了，转变为金融产
品与社交货币。”蔡学飞表
示，目前市面上，只要有人拿
出茅台酒，就有人愿意为它
买单，并且转手之后还可以
赚钱，其金融属性越来越强
烈。

截至8月6日收盘，茅台
酒的股价为946.3元，仍是中
国股价最高的股票，其市值
达到 1.2 万亿，超过贵州省
2016年1.18万亿的GDP，相
当于 2018年 1.48 万亿GDP
的85%。

7月 17日，贵州茅台发
布2019年半年度报告。报告
显示，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
入 394.88 亿元，同比增长
18.24%，净利润199.51亿元、
同比增长26.56%。

“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
反过来又助推消费市场价格
的上涨。”蔡学飞预计，后期
茅台酒的价格还有可能会上
涨。

不过蔡学飞提醒茅台集
团，警惕负面舆论为企业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近来，
大家拿茅台与华为相比，华
为靠技术赢得掌声，而茅台
集团说到底就是酿酒企业，
其技术含量与华为相比，孰
轻孰重自然明了。因此，舆
论如果持续发酵，会给茅台
酒的品牌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

53度飞天茅台市场指导价1499元，“一配二”才能原价购买

茅台酒郑州市场价格飙升

飞天茅台酒终端零售价近
期再创新高。8月6日，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走访市场，
出厂价899元、厂商指导售价
1499元的飞天茅台如今一瓶
难求，市场价已突破 2600
元。即便如此，仍挡不住购买
者的热情。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茅台
酒的属性已经改变，由酒转变
为金融产品和社交货币。同
时，茅台集团应警惕价格过高
带来负面舆论，影响品牌发展。

河南酝酿组建首家
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

中原银行在成立4周年
后，在金融科技领域再度发
力。

据了解，中原银行拟设
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是定
位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
创新与金融科技应用的科技
企业，通过对技术、场景、生
态的完美融合，输出科技创
新产品和技术服务。

据悉，筹备中的该金融
科技子公司，将围绕为中原
银行搭建科技发展平台，探
索“互联网+金融”的科技创
新发展模式，包括软件科技、
平台运营及金融信息服务
等，并开展科技创新能力输
出，为中小金融机构、民营和
小微企业、互联网用户提供
数字化、智能化的金融科技
综合服务。

显然，该公司不仅可孵
化更多金融科技产品，还能
将“爆款产品”有效输出。比
如，永续贷是该行线上化的
房抵贷产品，也是中原银行
的明星产品，这款产品在郑
州市场去年的增量占比接近
50%，市场需求量很大，但却
受制于城商行服务地域的局
限性。金融科技子公司的设
立，将有助于此类产品进行
科技输出，帮助域外部分中
小银行提升科技能力。

记者获悉，从股权结构
上，金融科技子公司拟由中
原银行工会 100%持股设
立，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寻找有品牌影响力的公司和
有实力的科技公司作为战略
投资者入股。

多家银行抢跑
切入金融科技新赛道

近年来，从向互联网巨
头借力到独立化运营，成立
金融科技子公司已成为商业

银行当下的新潮流。据统
计，截至目前，已有兴业银
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
大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
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工
商银行、中国银行等10家银
行陆续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
司。

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布局
金融科技子公司，一方面，大
力服务本行集团，帮助银行
自身实现金融科技转型和高
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向
同业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
机构、中小企业等输出技术
服务，有效提升自身在金融
领域的品牌影响力。

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一位专家表示，随着金融
科技的快速发展，银行与金
融科技逐步实现深度融合，
银行在稳健、专业、牌照、风
控等方面发挥专长，金融科
技在快捷、创新、数据分析等
方面为银行赋能，有效提高
了金融服务效率，助力了金
融风险防控。然而，金融科
技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
也为商业银行带来了较大的
外部压力，许多互联网公司
进军金融业，导致商业银行
迫切需要灵活应对。在此背
景下，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
司应运而生。

其实，监管早就鼓励商
业银行布局科技子公司。
2016年 4月，银监会、科技
部、央行联合发布《关于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
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
点的指导意见》，允许银行成
立子公司从事科技创新创业
股权投资。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
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对外表
示，金融科技本质上属于金
融与科技的融合，既需要技
术的积累，也要有对金融业
务的理解和实践，在这方面，
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具有独
到的优势。

河南首家银行系
金融科技子公司呼之欲出

国内已有多家银行设立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我省有望迎来首家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落地。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作为

我省首家省级法人银行，中原银行正在筹备成立金
融科技子公司。

对于这一消息，中原银行有关负责人给予证实，
称该行金融科技子公司设立一事正在有序推进。

“在国内多家商业银行抢跑金融科技公司的背
景下，中原银行设立单独的金融科技子公司，不仅将
极大推动该行金融科技产品的快速落地，更在助推
我省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南省一位金融业资深人士说。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实习生 魏佳函 文图

贵州茅台也是中国股价最高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