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杆不是“坏孩子”

□本报记者 官平

发生在上周一的“1·19” A股暴跌事件，把

融资融券业务推向了风口浪尖， 几乎所有矛头

都指向了杠杆。 最后证明，那场“闹剧” 不过是

一场误会而已。

杠杆并不是“坏孩子” 。 专家表示，2014年

下半年以来，伴随股市大涨，A股融资业务规模

迅速放大，的确融资杠杆放大了资金效用，成了

股市走牛的“助推器” 之一，市场开始担忧“杠

杆风险” ，但监管层在例行检查后称，融资类业

务整体风险可控，

在期货、黄金、外汇等市场，杠杆再正常不

过，比如国内期货市场，一般为10倍杠杆，而在

国际外汇市场上，资金杠杆可达数百倍。 那么，

杠杆在市场中意味着什么？ 究竟如何才能运用

好这把“双刃剑”呢？

杠杆是把“双刃剑”

之所以投资者惧怕杠杆， 是因为它所带来

的风险也是有杠杆的。

“汽车发明后， 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大幅上

升，甚至直逼癌症患者与自杀的死亡率，但这并

不能质疑汽车或者高速公路， 因为它虽会造成

伤亡，但更多的是给人们带来出行方便。 ” 方正

证券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高子剑给中国证券报

记者打了个比方。

高子剑说，杠杆和汽车、高速公路一样，既

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风险，但从全球各种市场

评估来看，总体上利大于弊，可以看到全球范围

内资金杠杆业务越来越多，从这个道理来说，人

们手上的货币也意味着杠杆， 它也是一种信用

的象征。

时下A股牛气冲天，不仅指数连连上涨，日

成交也创下“天量” 。对于一个平时每天成交金

额不到3000亿元的市场来说， 如果突然成交增

加了一倍，达到了6000亿元，那么无疑是算放巨

量了。 2014年12月9日，A股创下逾1.2万亿元的

日成交量，堪称“天量” 。

天量记录屡屡被破， 投资者们开始担忧当

下的牛市是“杠杆上的牛市” 。 投资者质疑，股

市的天量资金从何而来？分析人士指出，支撑本

轮股市上涨的巨量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投资者及

融资业务。

国泰君安认为，融资融券余额迅猛增长，客

户主要为高净值个人， 所有券商的融资利率为

8.60%，大部分融券的利率为10.60%。截至2015

年1月6日，两融余额共10460亿元，占上市公司

市值的3.0%， 两市融资买入额占A股成交额比

例上升至18.24%，低于台湾，融资和融券业务发

展极不相称，融资额为10377亿元，融券额为83

亿元。

实际上股市大涨也引发监管层高度关注。

证监会于2014年12月中下旬，对45家证券公司

融资类业务进行了例行检查。 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邓舸16日宣布， 部分证券公司存在违规为到

期融资融券合约展期、 向不符合条件的客户融

资融券、未按规定及时处分客户担保物、违规为

客户与客户之间融资提供便利等问题。此外，个

别证券公司还存在整改不到位、 受过处理仍未

改正甚至出现新的违规等问题。

到了上周一（19日），沪指跳空低开，午后

盘中进一步下探，盘中最高跌幅8.33%，连续跌

破3300点、3200点、3100点整数关口， 收于

3116.35点，全天下跌260.15点，跌幅达7.7%，盘

中创下近7年来最大跌幅。

不少投资者都遭遇了这场“两融风暴” ，

也见识到了杠杆所具有的杀伤力。 以两日跌

幅18.90%的中信证券为例， 使用两倍杠杆的

投资者短短两日内便遭受近4个跌停的损失，

甚者通过网上配资平台的5倍杠杆，面临的是

开盘即遭 “强平” ，100元的初始保证金仅剩

5.5元。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无论是券商融资

抑或网上配资，“强平” 这一风控措施在极端

行情下难以奏效， 投资者投资不成反倒陷入

负债境地。

杠杆肯定不是“洪水猛兽”

从最近A股走势来看，大起大落，波动率放

大是最主要特征。

“杠杆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取得很

好效果， 用得不好可能会伤及自身甚至整个市

场。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勇说，

从美国市场来看，2007年次贷危机，过度杠杆就

是导致市场暴跌的主要元凶之一， 而从国内市

场来看，融资融券作为创新业务，其在活跃市场

流动性， 丰富投资策略和完善做空机制方面都

有积极作用，但是融资融券如果不规范，大大降

低入市门槛， 使得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大

量参与，那么就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剧烈风险。

不过，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融资融券

的水平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从余额市值比来

看， 目前A股市场融资融券余额为10680亿元，

A股总市值为43万亿元左右， 融资融券余额与

总市值的占比为2.5%，美国融资融券余额/市值

主要在3%-4%间波动； 台湾融资融券/市值在

2%-5%之间波动； 从融资融券交易占比来看，

台湾融资融券交易占比为20-25%；日本融资融

券交易占比为15-20%左右；我国当前融资融券

交易占比为15-20%，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多位业内人士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过

度杠杆”在制造行情方面是大起大落的，在中国经

济减速的情况下，股市过度杠杆引发的涨势可能容

易遭遇风险事件的冲击而出现暴跌。

以融资融券业务为例，上海中期副总经理蔡

洛益表示，融资融券作为杠杆信用交易，可以看作

是一种借贷， 融资融券杠杆比例一般在1倍左右，

投资者以自己一定市值的证券账户为信用担保向

券商融资操作另一证券， 投资者在承担原市值盈

亏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融资融券操作的盈亏。

“与没有加杠杆的现货交易相比， 加杠杆

就相当于加倍承担盈亏结果， 将盈亏结果做乘

法。 ”蔡洛益说。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总监李永民也认为，杠杠

或者称为以小博大，如果比例合适，风控措施到

位，杠杆就可以节省企业运行成本、扩大经营规

模、拉长产业链合作范围，对国民经济产生促进

作用；但如果杠杆过大，风控措施没有到位，过大

的杠杆会给企业运行和国民经济带来潜在风险。

就杠杆而言， 股票、 期货之间又有哪些区

别？ 蔡洛益说，相对来讲，期货交易的杠杆比率

更大一些。以股指期货为例，期货公司如果收取

保证金为15%，那么股指期货杠杆率大概就为7

倍左右。即投资者可以交易自己保证金7倍金额

规模的交易，并全额承担这个规模交易的盈亏。

李永民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单纯从杠

杠角度看，期货、证券市场杠杆本质是一样的，但

从目前看， 尽管证券市场推出融资融券业务，但

杠杆比例依然不大；期货市场尽管杠杆比例较证

券市场要高，但相对国外同类市场，杠杠比例依

然不大， 加上国内期货市场严格的风控措施、长

期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总体来讲，国内证券市场、

期货市场的杠杆比例还是比较合适的。

杠杆是期货的“魅力”

“杠杆是期货投资的特点之一， 也是期货

交易的魅力所在。 ” 民生期货市场发展部副总

经理屈晓宁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证监

会对券商两融业务进行规范， 对A股短期影响

可见， 而股指期货作为股市系统性风险的规避

起到了作用，这点从上周一（1月19日）当天持

仓增加就可看出。

屈晓宁认为， 期货市场的交易杠杆是根据

其交易标的和合约设置而决定的， 期货市场主

要是为了企业规避风险而设立。 投资者参与其

中主要是对未来商品价格预期进行判断， 因此

动用杠杆是合理的。

他进一步指出， 股市的融资融券一是没有

覆盖所有的股票，另外有成本而且属于借贷，是

创新业务， 因此在行情波动剧烈时会出现极端

行情， 股指期货的规避风险功能就能很好的补

缺，加上下个月要推出的上证50ETF期权，完善

了投资组合配置。

程小勇则认为， 股票与期货的杠杆不同点

在于，期货市场的杠杆是通过保证金实施的，而

股市的杠杆是通过融资实现的； 期货市场杠杆

有科学的风控制度，如梯度保证金制度、涨跌停

板和强平制度等， 而股市的融资融券其缺乏相

应的同步机制， 其监管机制往往是事前审查和

事后弥补，盘中无法防范风险。 因此，对于融资

融券而言，需要视风险能力而参与，需要向期货

市场的风险控制制度靠拢。

此外， 国元期货研发中心总经理姜兴春也

表示， 期货里的高杠杆对企业节省现金流有很

大帮助，为投机者放大收益与风险；股市里杠杆

就是投机工具，对机构投资者来说，降低融资成

本，也是现金流管理工具；总体应用还是要严控

风险，根据自己投资目的来应用，否则放大了风

险，也加剧了市场非理性波动。

姜兴春说，期货市场保证金机制，让企业节省

大量资金进行风险管理， 套期保值只用10%的保

证金就能锁定利润、采购成本，有效管理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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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葡萄酒

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申购公告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次

O:TU

INVESTMENTS LIMITED

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挂牌

销售（下称“发售”）“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葡萄酒”

的情况，公告同时刊载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以下简

称“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客户在作出申购之前，请仔细

阅读本公告全文。 发售人、承销人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葡萄酒”由发售人在上

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售。 发售人有义务遵照酒品发售

协议约定在发售场所发售酒品；如发售人未能履约，则发

售人承担相关责任。

特别提示

O:TU INVESTMENTS LIMITED

根据 《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

办法》和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

心发售“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葡萄酒”。 光大富尊

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售承销人， 与

O:TU INVEST－

MENTS LIMITED

共同进行了产品设计，并依据上海国际

酒业交易中心相关流程规定，向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提

出发售申请。 该发售活动还包括评审会、申购、挂牌交易等

内容。 请广大客户认真阅读本公告，并密切关注上海国际

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iwe.com.cn

公布的相关信息。

一、概述

1.

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

2014

年

10

月

O:TU

INVESTMENTS LIMITED

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 经过交易

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在交易中心发售酒品的资质；

2013

年

10

月，光大

富尊投资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

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售酒品的资质。

2014

年

11

月

21

日，交易中心组织了“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

葡萄酒”评审会。 经评审会综合评定：本次发行酒款酒体浅黄色绿色调

明显，富有光泽，丰富的西番莲、柑橘类水果香气，点缀烟熏、矿物风

味，入口果味四溢，微有一丝辛辣感，酸度含蓄精致，酒体集中饱满，非

常纯净，余味悠长，现已展现完美风貌，并有很好的发展和陈酿潜力，

同时本酒有明显的地域和定位的稀缺性，产量低，品质高，有一定的收

藏价值，决议通过本次酒品评审。

为满足客户多样化的消费和收藏需求，发售人将在客户提货时提

供两款置换酒品（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白葡萄酒、马尔堡·噢特优长

相思甜白葡萄酒）供客户选择，客户可选择按照本公告所列示的兑换

比例将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葡萄酒兑换成置换酒品提货。 评

审会对该两款置换酒品做出如下评定：

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白葡萄酒： 一款具有典型性的新西兰长相

思，香味直接，适合配菜。

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甜白葡萄酒：带有浅金色色调，干净明亮。

香味中带有干花，梨子糖，糖渍柑橘香，清新活泼，酸甜平衡。

交易中心定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发售“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

葡萄酒”。

2.

本次发售对象为国内外对高端酒品感兴趣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3.

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售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次发售的产品不

构成购买建议。 更多信息请客户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

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个人持身份证（机构或法人持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开

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正本等银行规定的相关资料）前往结算银行开立

资金账户，并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步： 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iwe.com.cn

）

“在线开户”系统，按步骤填写资料。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iwe.com.cn

）

“在线开户”系统自助开户，也可以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客户持相关开户资料至结算银行或通过网上银行，办理银

商转账业务。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下载交易软件，凭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即可参与酒品申购和交易。

三、费用

客户进行非国产收藏酒品申购及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

以下费用：

*

自起始提货日起，发售人

O:TU INVESTMENTS LIMITED

对本

次发售酒品按年分次投保至

2017

年

12

月

13

日， 保单参见上海国际酒业

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四、交货期与交货保障

1.本次酒品的起始提货日为2015年3月5日，自起始提货日起，客

户可自由提货。

2.酒品持有人亦可选择将其持有的“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

葡萄酒” 兑换成置换酒品进行提货。 每瓶“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

白葡萄酒” 可置换为3瓶 “马尔堡? 噢特优长相思白葡萄酒”（13%

VOL，750ML） 或3瓶 “马尔堡? 噢特优长相思甜白葡萄酒”（10%

VOL，375ML）。 客户选提置换酒品的，须于注册仓单时注明置换酒品

的品名、数量等信息。

3.自起始提货日起，发售人O:TU� INVESTMENTS� LIMITED对

本次发售酒品按年分次投保至2017年12月13日。

五、市场推广费及回购

1.市场推广费约定：自发售日起至本公告约定的停止支付市场推

广费之日（具体见“提前回购约定” 及“到期回购约定” ）止，每年1月

30日、4月30日、7月30日、10月30日 （2015年01月30日及2017年10月

30日除外，如当日为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交易结束时持有

酒品者可于下一交易日15:00前收到发售人按17元/瓶的标准支付的

下一季度市场推广费。

如发售人违反市场推广费支付约定，将触发酒品提前回购。

2.提前回购约定：自发售日起至本公告约定的停止支付市场推广费

之日止，发售人须于每年01�月20�日、04�月20�日、07�月20�日、10�月

20�日（2017� 年10� 月20� 日除外，如当日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后一交易

日）15:00前在其交易账户中存有474300�元或交易中心另行书面认可

的较低金额用于备付市场推广费，否则视为酒品满足提前回购条件。

发售人自酒品满足提前回购条件时起停止支付市场推广费， 并须

于一个月内开始履行提前回购义务：以714元/瓶的提前回购价进行无

限量收购。

满足提前回购条件，交易中心将及时发布提前回购公告。

3.到期回购约定：在未满足提前回购条件的前提下，若酒品满足不

回购条件，即自挂牌交易之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内任意连续六

十五个交易日中每个交易日酒品收盘价达到或超过748元/瓶（网上发

售价的110%）的，则发售人自不回购条件满足次日起停止支付市场推

广费且无须实施回购；反之，如未能满足不回购条件，则发行会员须在

约定的到期回购期 （即2017年10月31日至2017年11月08日） 内，以

697元/瓶的到期回购价格（网上发售价的102.5%）进行无限量收购，

并于2017�年10�月30�日起停止支付市场推广费。

六、履约担保

2014年12月30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已出具有

效期至2017年12月05日、担保金额为19,980,362元（人民币壹仟玖佰

玖拾捌万零叁佰陆拾贰元整）的不可撤销见索即付履约保函，用以担

保发售人履行包括回购义务在内的各项发售义务。

七、结算银行及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招商银行的识别代码：999209

� � �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工商银行的识别代码：00001137

� � �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国银行的识别代码：01000001

� � � �开户银行:�民生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民生银行的识别代码：31010001

� � �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建设银行的识别代码：3100000102

� � �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信银行的识别代码：10250000

八、发票事宜

发售人按以下方式为客户开具发票：

1.�在回购义务履行完毕后或满足不回购条件后，统一向持有酒品

者开具酒品发票；

2.� 在统一开具酒品发票前，客户提取酒品的，于发生提货时向提

货客户开具发票。

九、酒品介绍

在新西兰马尔堡的爱怀特河谷，克利福德湾的海浪给这里带来了

喧嚣，也孕育着生机。 太平洋的凉爽海风的吹拂，千年雪山上的“天堂

圣水” 的灌溉，赋予酿酒师以灵感，酿造出与众不同、难以忘怀的葡萄

酒。本次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售的“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

白葡萄酒” ，由O:TU酒庄的世界级大师精心打造，计划发售价680元/

瓶，发售总量27,900瓶。 客户提货时既可提取该酒品，也可将所持酒品

按照1:3的比例置换通过评审会的2款“置换酒品” ，增加了消费的灵

活性。“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葡萄” 酒果香经典，高贵优雅，酒

体饱满，品质上乘，是难得的收藏佳品。

品牌———酿酒圣地，专注至上品质

【皇室血统酿酒圣地】

O:TU，来自全球公认优质干白产区新西兰马尔堡，具有英国皇室

御用酒的尊贵血统。O:TU酒庄（全称“OTUWHERO� ESTATES� ” ）

名字来源于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的语言Otuwhero，原意为“噢！ 天堂之

水” 。 在新西兰，所有用毛利语命名的地方都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圣地。

【专业专注品质至上】

O:TU酒庄拥有以生产葡萄、酿制酒品、品牌建设与销售等为一体

的自主产业链，以酿制最好的酒为使命，以“健康、品质、尊贵” 为核心，坚

持“我们只做好一款酒，我们只做一款好酒” 的品牌理念，用优质资源精

心打造优质产品，用品质改变习惯，让中国人享受世界优质的干白。

酿造———天地人和，打造纯正口感

【天时地利精度种植】

酒庄在葡萄本身的栽培上十分用心，为了种出顶级的长相思葡萄，

仅挑选葡萄种植园中2%的土地进行精度种植。 马尔堡的土壤条件独一

无二，排水性能好，底层为砂砾，表面为肥沃的河水冲积土。 纯净的高山

雪水灌溉酒庄的葡萄种植园，保持葡萄至纯本性。 马尔堡地区拥有15℃

以上的昼夜温差，比其他地区更长的日照时间，让当地的葡萄呼吸着世

界上最纯洁的空气。

【严格管理原汁奉献】

酒庄用剪枝技术来控制葡萄的质量，每株葡萄树间距达3米，配合

良好的海风通风系统有效地减少虫害。 临近成熟，管理者舔尝葡萄的成

熟情况，用经验捕捉恰到好处的采摘时间，又挑选最上乘葡萄作为原料。

葡萄采收后两小时内送到加工地点，进行破碎加工，尽量保证破碎葡萄

的新鲜度。 饱满多汁的葡萄经过榨汁、去梗、提纯、过滤等多重工序。

【国际团队倾力打造】

O:TU酒庄酿酒师Jan� Kux拥有20年的多国酿酒经验， 曾多次参

与并担任国际葡萄酒大赛评委。 他完美结合全新的酿酒工艺与旧世界

传统的酿制方法，从不同的地块中甄选最好的长相思葡萄予以酿制，以

保持品质的优质和风格的统一；比平均值要多用更多的葡萄量，以达到

甄选出足够多最好葡萄的要求。 酿酒师团队以与生俱来的热情发掘每

一瓶葡萄酒最深层次的魅力，捕捉马尔堡地区独特的活力和味道。

【恒温贮藏原装进口】

明亮清净的葡萄汁液被冷却沉淀48个小时，然后冷发酵3周，陈化

18个月之后装瓶上市。 经过脱胎换骨的葡萄酒漂洋过海，100%原装原

瓶进口，让爱酒人士享受到最纯正、清新的新西兰顶级长相思葡萄酒。

鉴赏———尊贵时尚，享受味蕾诱惑

【尊贵奢享时尚伴侣】

品质积淀实力，专业成就品牌，O:TU令一些国际葡萄酒权威大师

“如痴如醉” 。 国际葡萄酒大赛评委、全球264位葡萄酒大师之一鲍勃·

坎贝尔曾评论道：“O:TU非常清新，酒香非常集中和醇厚，非常平衡的

一款好酒， 我非常喜欢这款酒， 我想我已经爱上爱怀特河谷的长相思

了。 ”另一位世界大师、葡萄酒与美食网站主编柯蒂斯·玛希也称赞道：

“在这么多值得称道的新西兰葡萄酒新秀之中，O:TU绝对是值得关注

的一个。 ”

O:TU在全球各大重要葡萄酒赛事中参赛， 至今已获得了国际120

个大奖，创造业界奇迹。 作为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指定合作伙

伴，O:TU酒庄与国际国内明星同台绽放熠熠星光， 备受世界瞩目。 现

在，它正以一种尊贵优雅的姿态，走进高端精英人士的生活。

【健康安全风味经典】

葡萄酒是唯一的碱性酒精性饮品，可以中和酸性食物，促进消化。

它含有糖、醇类、有机酸、无机盐、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对人体发育有不同

的补益。 适当地饮用噢特优名望长相思干白，可以开胃健脾、保护心脏、

预防骨质疏松和老年痴呆。 酒中的黄酮类和酚类物质能够抗氧化，可养

气活血、预防晒伤，使皮肤富有弹性，具有很好的美容养颜之效。

马尔堡·噢特优长相思名望白葡萄酒有典型的爱怀特河谷的葡萄

酒风格，果香经典，还原了苹果、柠檬、西瓜、桃子的香味和烟熏味，层次

复杂。 它酒体丰满、口味丰富，还有细微的橡木味，给予其温暖和独特的

风味。这款酒还有明显的地域和定位的稀缺性，产量低，品质高。它在未

来十年内将越发优雅，同时将更加多彩多姿，口味也将不断推陈出新，达

到饮用高峰期，非常适合收藏。

十、发售人、承销人及发售场所介绍

1.发售人———O:TU� � INVESTMENTS� � LIMITED

� � � O:TU� INVESTMENTS� LIMITED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A28

号发行会员。 O:TU酒庄（全称“OTUWHERO� ESTATES” ）名字来

源于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的语言Otuwhero，原意为“噢！天堂之水” 。在

新西兰，所有用毛利语命名的地方都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圣地。

2.�承销人———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是光大证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2亿

元人民币。 作为专业金融投资公司，拥有高水平的专业团队，对资产证

券化运作的规则、程序非常熟练。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遵循健全性原

则、有效性原则、责任落实原则、独立性原则、制衡性原则、适应性原

则，公司业务管理制度、操作规范和内部监管核查体系健全完善，对业

务运作中的存在风险进行识别，科学合理地评估承销风险，慎重选择上

市时机，审慎控制发行失败或包销风险。

3.�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是上海市政府特许设立的国际酒类公共交

易平台，是上海市政府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一部分，主要股

东包括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和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中心

全部采用酒品实物交易，不涉及期货、权益（含份额）等虚拟交易，每一

个交易单位均对应与之匹配的单件实物；宗旨是为酒厂（酒庄）和高端

酒品爱好者之间搭建一个安全、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平台，为高端酒

品的投资和二级流通提供一个有效畅通的市场。 交易中心严格遵守独

立第三方原则，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交易，保证投资环境的公平与公正。

十一、发售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售人：O:TU� � INVESTMENTS� � LIMITED

� � � �联系人：马健美 电话：13916912870

� � � �承销人：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伟民 电话：15221682384

� � � �发售人：O:TU� INVESTMENTS� LIMITED

承销人：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