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白兰地物以珍稀方为贵
与友人小酌，他颇为神秘地说有

私家珍藏的“白兰地”与我们分享。见
实物，“苹果白兰地”，众人笑：“白兰地
应为葡萄酿造，岂会是苹果？”友人不
急于辩解，而后，一场“苹果白兰地”认
知之旅由此开始。

神秘的来客
“在国人的认知中，白兰地是一款

以葡萄为原料的酒类产品，确实，葡萄
制成的白兰地约占白兰地市场九成。”

“但事实上，在白兰地品类中享誉世界
的品类还有苹果白兰地。”

1553年，一个诺曼底人第一次蒸馏
出苹果白兰地。16世纪以后，苹果白兰地
在当地深受欢迎，但直至19世纪才获得
了政府的正式承认。“与葡萄白兰地不
同，苹果白兰地相对稀缺、珍贵，因此国
人鲜见。”友人说。

斟上一小杯苹果白兰地，琥珀剔
透，独特妙爽的口感四溢，原来苹果香
如此美妙。没想到，这瓶标有“祥府庄
园”字样苹果白兰地竟然产自山东烟
台，隶属于吉斯集团旗下祥府酒业。在

座好友无不啧啧称奇。
与香醇近距离邂逅
翌日，与友人驱车直赴烟台牟平“祥

府庄园”——— 苹果白兰地的真正发源地。
很高兴，两位朋友能第一时间品尝到今
年6月刚面市的‘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

“其实，苹果白兰地自诞生至今已
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因技术原因，苹果
白兰地一直与国人无缘。烟台祥府酒业
有限公司出于为国人争光的责任感，利
用优越的地域条件，经过长达三年时间
反复试验，终于功成。”

原来，“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制作严格采用烟台生长的十几种晚熟
苹果，把不同甜度、酸度的苹果碾压成
均匀的苹果泥后“休息”几个小时 ,再
榨出果汁并在自然状态下发酵数月后
变成苹果酒，然后按法国干邑白兰地
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标准掐酒头截酒
尾，取中馏成分，生产出苹果白兰地。

酒业巧创新，中华傲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不仅拥有

独特美妙的口感，更具苹果的香型和

普通白兰地的保健作用，可帮助胃肠
消化、驱寒暖身、化瘀解毒、解热利
尿，并能提高心血管的强度。”工作人
员介绍说，“其采用法国利穆森区域
的橡木做桶贮酒，一是因为橡木质地
坚硬，抗浸泡、耐腐蚀；二是橡木坚中
有韧，透气性好，有利于酒液呼吸；三
是含有鞣酸，鞣酸是白兰地呈琥珀色
的来源；四是橡木属于草香型木质，
其中含有纤维素、木质素和木糖素，
能克服白兰地的爆辣口味，并产生一
种奇香，使酒体陈香、醇厚、和谐。”

如今，“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诞生，改写了只有法、美、意等发达国
家才拥有的第二大品类白兰地、中国
只有单一葡萄白兰地的历史。尤为重
要的是，它作为发酵蒸馏酒，改变了消
费者对白兰地“易上头、见风倒”的饮
用误区，是一款真正碱性健康的佳酿。

吉斯集团烟台祥府酒业有限公司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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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
娜) 国庆节后第一个交易日，
白糖期货主力合约1501高开，
最终收在4572元/吨，报收一条
大阴线。白糖没有延续节前走
高行情，而是冲高后回落收
阴。这让投资者对白糖期货拐
点到来这一论点产生争议。

国庆节前，长期跌势的白
糖现货和期货都有所抬头，现
货价格涨了200元，期货价格涨
了500元，这让不少投资者摸不
清头脑。看多者在8日当天1 . 1%

的跌幅面前，有动摇的；看空
者感觉时机已经到来，但仍怕
踏错行情。

市场上有白糖期货迎来拐
点之说，主要是受全球糖市减
产的预期造成的。国际上，巴西
甘蔗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
示，9月前半月甘蔗压榨量为
3989万吨，环比下降11 . 07%，同
比下降7 . 44%。巴西甘蔗压榨进
度放缓，引发市场减产预期，受
此影响，国际原糖市场止跌反
弹。节前，国内白糖期货也出现
了连续多日上涨的走势。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白糖
价格的上涨属于长期下跌后
的理性回调。而经历了节后
1 . 1%的跌幅，之后是继续反弹

上涨走向反转，长线拐点到
来，还是将再次进入空头趋
势，争议仍然很大。

棉花期货投资者赵先生
认为棉花将迎来一拨很强的
反弹格局，因为广西主产区的
现货报价仍然维持了高价，而
其他现货价格也是在上调。

“海南那个地方的甘蔗减产了
70万吨，广西还没开榨，不过全
球都是减产预期，我觉得长线
应该是看多的。”

对于白糖拐点论，东兴期
货的分析师顾仁辉并不认同，
在他看来，前段时间的上涨，
算是一次大跌后的反弹，基本
面上虽然传出减产的预期，但
是目前来看只有海南出了具
体数据，主产区到底数据如何
还没有定论。另外，即使减产，
也只能说是连续4年库存升高
的现象结束，但是消化已有的
库存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
他看来技术面上，调整已经接

近尾声，也呈现了空头趋势。
中州期货研发管理中心

的张玉峰同样不太看好棉花
的未来走势。他认为，现在看
来，棉花出现了滞涨信号，盘
面是调整后继续向上突破，还
是重回空头趋势，需要再过两
个交易日来看，不排除会出现
长时间横盘。因此，保守一些
的投资者可以暂时等待，白糖
持续反弹偏多，还是由此转
跌，可以先耐心观察。

节节后后首首日日白白糖糖期期货货高高开开回回落落
稳健投资者可先观察白糖期货拐点是否真的到来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
丹) 8日，A股迎来节后的首个
交易日，就像大多数股民预期
的那样，大盘延续节前上涨的
趋势，迎来10月开门红。截至收
盘，沪指涨0 . 8%，报收在当日的
最高点2382 . 79点，再创反弹新
高。当日两市共有51只非ST个
股涨停，烟台本地股中际装备、
东方电子和朗源股份也以涨停
来助阵大盘首日的上涨。

多位烟台股民和业内人士
都表示，大盘8日的出色表现也
算在预料之中，毕竟政策利好
那么多，十月开门红的表现也
算是延续节前的上涨趋势。

股民张先生说：“8日有50

多只股票上涨，烟台股都有3只
涨停了，这就说明行情不错，市
场的赚钱效应很明显。我已经
接近满仓了，打算持股待涨。”
股民王女士也表示，10月份的
行情应该还不错，她的仓位还
比较低，打算慢慢逢调整加仓。

据多位市场人士介绍，目
前很多投资者对市场的未来表
现信心充足，仓位基本上都达

到了满仓。仓位比较低的投资
者也在咨询该关注哪些板块的
股票，逢低加仓。

有分析人士表示，从两市
逾3900亿元的成交量可以看
出，资金入市的积极性还是很
高的，再加上沪港通和一码通
以及改革红利等诸多政策利
好的推动，10月份的行情应该
还不错。当然经济形势的不理
想可能会使得股市不会出现
大牛市，震荡偏强的走势更多
一些。

“从8日的板块表现看，船
舶、医药、送转潜力等板块均出
现大涨，尤其是许多很久没动
弹的个股涨幅比较大，这表明
涨幅比较缓慢的个股也是有机
会的，所以投资者应该以持股
待涨为主，尽量不要频繁地调
仓换股。”烟台一家证券公司的
投资顾问孙先生建议，投资者
未来不妨多关注受益于沪港通
概念的相关个股以及一些A股
独有题材的个股；再就是多关
注三季度业绩预增幅度比较大
的个股。

10月8日朗源股份以涨停
板报收，业内人士分析，朗源
股份的涨停主要是因为，公司
的三季度业绩预增幅度明显。
朗源股份8日公布的三季度业
绩预告显示，今年1-9月，公司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600%
-630%，预计盈利9567 . 46万元
-9977 . 49万元。

朗源股份表示，业绩增长

原因是，与去年同期相比，苹
果的反季销售形势非常好，销
售数量和价格有很大增长。同
时控股子公司着力打造新品
松籽仁，谋求行业内新产品开
发，拓展公司宽度，成为本报
告期业绩增量因素。此外，公
司于2013年底将直营店全部
关停，与去年同期相比成本费
用大幅下降。

“我觉得股指期货未来应
该是慢涨的格局，一下大涨不
现实，可逢调整短多操作。”中
州期货研发管理中心的路天
章表示，假期房地产放松贷
款，一码通，还有即将到来的
沪港通，都会对市场形成支
撑。不过经济形势还是不太乐
观，股指期货单边上行的可能

性很小，估计未来还是震荡盘
升的态势。

鲁证期货烟台营业部的
高级分析师郑福强也认为，从
股指期货的日线走势图上看，
股指期货后边应该还有波段
上涨的行情，投资者整体看涨
的更多一些。

本报记者 李丹

沪指涨0 . 8%再创反弹新高，两市逾50只个股涨停

33只只烟烟台台股股涨涨停停助助阵阵十十月月开开门门红红

朗源股份前三季度净利预增超六倍

股指期货可考虑逢调整短多操作

相关链接

A股首份三季报

沃华医药净利大增

据沪深交易所网站最新消
息，A股三季报披露时间表已经出
齐。10月8日晚间，A股首份三季报
出炉。沃华医药(002107)10月8日晚
间披露三季报，公司2014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 . 27亿元，同比增长
21 . 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1 5 0 1 . 4 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47 . 90%；基本每股收益0 . 09元。同
时，公司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86 . 39万元
至3717 . 46万元，同比增长200%至
250%。

而按照目前烟台本地股三季
报的披露时间表，烟台万华将于10

月17日披露三季报，暂时是本地股
中披露三季报时间最早的公司。

据数据统计(截至7日下午5时)

显示，在两市已披露三季报业绩
预告的851家公司中，多达575家公
司预计报告期内业绩同比可能实
现正增长，占比高达67 . 57%。不仅
如此，可能实现高成长(按同比盈
利增幅最大幅度可能达到或超过
50%为据 )的公司数量达到了300

家，在 5 0 0家预增股中占比高达
52 . 17%，占比过半。

本报综合

开“一码通”账户

不会另外收费

从10月8日开始，投资者可以
有自己的“一码通”账户了。一码
通账户，是记载投资者证券持有
及变动总体情况的证券总账户，
现有证券账户是记载投资者参与
单个交易场所及投资特定交易品
种的具体情况的证券子账户。

根据新的规定，中登公司在
账户整合工作中，将降低账户业
务收费标准。同时开立沪深A股账
户，个人收取40元，机构收取400

元。与原A股开户收费标准(沪市
个人40元、深市个人50元、沪市机
构400元、深市机构500元)相比，开
立沪深A股账户费用个人单笔减
少50元，机构单笔减少500元，降幅
约为56%。

如果投资者还没有证券账
户，在首次开户时要同时申请开
立“一码通”账户。对于一码通账
户的开立，不会另外收取开户费。

本报综合

财富情报站
传递资本市场有效信息

近期白糖期货主力合约K线图。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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