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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公司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

国企业之一， 已持续投资中国近四十载。

近日， 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龙嘉

德首次来访中国， 拜访了有关合作伙伴、

百事公司员工和消费者。

在龙嘉德来访中国期间， 百事公司宣

布了计划在 2025 年前向中国捐赠 5000 万

元人民币，用于支持营养、水、可持续农业

和妇女相关的项目。 龙嘉德说：“在过去的

12 年里， 我们携手业务伙伴在华投资已超

过 480亿元人民币。 我们在中国建立了成

功的食品及饮料业务， 同时还积极投资于

中国的发展进程。 百事公司新的捐赠与百

事公司的新愿景完美契合： 即秉承‘赢之有

道’的理念。 这个理念反映了我们用可持续

的方式赢得市场和加速营收增长的决心。 ”

他还表示，“赢之有道”的理念，是对百

事公司十多年来积极引领可持续发展的认

可， 为百事公司在市场上的成功做出更大

的贡献。 通过加大四个关键举措，“赢之有

道” 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食

品系统。其中推动农业实践，以优化作物产

量、保护人权、改善农民生计和保障供应；

为缺水地区回补更多所使用的水量， 确保

业务的连续性， 同时为社区作出积极的贡

献； 为塑料创造循环经济， 从根本上改变

世界与产品互动的方式；通过减少添加糖、

钠和饱和脂肪， 并添加更有益的成分，增

加产品组合的吸引力。

截至 2018 年 12 月，百事公司、百事公

司大中华区及大中华区员工在过去 18 年

中为公益项目的捐赠已超过 1.63 亿元人

民币， 其中不仅包括与水和营养有关的项

目， 还包括“母亲邮包”项目，为 11 个省的

40,000 多位低收入母亲和她们的家庭提供

支持；“百事明天计划”， 资助了 16 所学校

的 16,000 多名学生；“百事奖学金”项目帮

助建立了 12 个“百事图书室”以及一个幼

儿园， 通过捐赠运动器材和教学设备， 让

10,000 多名小学生受益等。

对于 2018年百事公司的业绩， 龙嘉德

表示 2018年已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初提出

的各项财务目标， 其中中国等新兴市场是百

事公司的增长引擎。 通过创新中国市场，积

极发展和开拓中国业务，在过去几年中百事

公司大中华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文/陈雅菲

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龙嘉德：

在华应“赢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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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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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因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

Scentshill Capital I

拟减持公司股份

不 超 过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4.57%

； 股 东

Scentshill Capital II

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总股本的

1.19%

。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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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京观晨因自身

资金需求， 拟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不超过

110.70

股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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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和因自身

资金需求， 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

384.62

万，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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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2

日：宁波瑞峰因自身

资金需求， 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

240.9

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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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东

Scentshill

Capital I

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

1313.13

万

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41%

；

股东

Scentshill Capital II

拟减持股份数量

合计

107.39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1.34%

。

●2018

年

11

月

3

日：上海国和因自身

资金需求， 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

334.62

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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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清仓式减持又现。 昨日，诚迈科技

披露的一则减持公告吸引了市场的目

光。 公告显示，诚迈科技包含第二大股

东在内的三位股东拟合计减持公司不

超16.97%股份， 其中有两位股东为清

仓减持。 信息时报记者发现，在上年限

售股解禁后， 诚迈科技的股东就已经

轮番发出减持计划打算套现走人。 与

此同时，诚迈科技业绩上却不甚理想，

上市当年便出现业绩变脸。 业内人士

表示，大股东清仓式减持，根本原因就

是股东对公司未来前景不看好。 对上

市之后公司营收和利润均出现大幅下

跌、 持股股东解禁期满后进行清仓式

减持的公司， 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介

入。

解禁后5股东轮番减持

诚迈科技在昨日发出的公告中表

示，因自身资金需求，第二大流通股东

Scentshill Capital I和第八大流通股东

Scentshill Capital II拟将所持公司100%

股份进行减持， 共拟减持公司15.76%

股份。 另外，持有诚迈科技4.84%股份

的第四大股东南京观晨，拟减持1.21%

公司股份。 三股东拟合计减持公司

1357.38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16.97%。

根据以往公告， 三位股东都不是

第一次提出减持。 2018年1月31日，诚

迈科技第一批共2502.35万股首发限售

股上市流通，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4.28%，解禁股涉及股东7位。 在限售

股解禁之后， 股东们就迫不及待“抢

跑”，轮番发出减持计划。 其中，最迫不

及待的就是本次清仓式减持的两位股

东。 2018年2月5日，当时持股17.34%的

Scentshill?Capital I 和 持 股 1.42% 的

Scentshill Capital II发出减持计划，打算

悉数甩卖手上所持有的股份。 不过因

相关规定限制， 截至2018年8月9日减

持计划期满， 二者合计减持了约1%的

公司股份。 2018年8月15日，两位股东

再度提起减持计划， 同样还是打算清

仓减持， 截至2019年3月6日减持计划

期满，二者合计减持了2%的公司股份。

随后，南京观晨、上海国和、宁波

瑞峰等3位股东也先后发出减持计划。

Wind数据显示，截至昨日，五位原始股

股东累积减持诚迈科技股份数量合计

603.04万股，参考市值1.69亿元。 数据

显示，猪年春节之后，诚迈科技股价不

断上涨 ， 截至昨日股价涨幅高达

104.26%。按昨日诚迈科技39.30元的收

盘价计算， 此次三股东拟减持股份的

市值达到5.33亿元。

上市首年业绩就变脸

基本面上，2017年1月才登陆深交

所的诚迈科技业绩并不理想， 上市两

年净利润均出现下滑。 2017年年报显

示， 诚迈科技当年营收为4.86亿元，同

比减少3.84%。 而归母净利润方面更是

同比大跌22.12%。 2018年的情况也不

好，今年2月底，诚迈科技披露了业绩

快报， 表示2018年营收较上年同期增

长9.01%，但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

少59.69%。

说起来， 诚迈科技营收危机在上

市前已有暴露。 公开资料显示，诚迈科

技2014年~2016年，营收同比增速分别

为46.31%、24.84%、14.69%，显示其营收

增速逐年放缓。 梳理可知，诚迈科技营

收出现下滑的一方面原因， 是诚迈科

技对重要客户销量萎缩。 梳理招股书

可知，诚迈科技的重要客户包括华为、

英特尔、TCL等，上市前4年，前五大客

户的销售占当期营收均在六成以上。

在招股书中， 诚迈科技就披露了这其

中存在的风险， 表示与英特尔及TCL

的业务合作规模已经出现萎缩和下

滑， 若与两家客户的合作业务发生重

大变化，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诚迈科技的净利润也

较为依赖政府补贴。 2017年计入当期

损益的政府补助为2188.33万元， 占当

年归母净利润的55%。对于去年归母净

利下降近六成的原因， 诚迈科技在业

绩快报表示， 主要是公司加大研发投

入，2018年研发费用较上年增加近

1000万元， 同时获得政府补贴收入较

上年减少1100万元， 政府补贴收益下

降。

年内1346位董高监计划减持

随着市场回暖，减持潮汹涌而来。

本周三， 猪年春节后股价累计了200%

涨幅的同花顺突然发出一则减持公

告，显示4位股东将合计减持占总股本

7.96%的股份。 公告发出当日，同花顺

跌停收盘，昨日跌幅也近4%。

同花顺数据显示，年内超600上市

公司发出重要股东减持计划， 涉及

1346位董高监。 其中，鹏鹞环保股东减

持股权比例居前， 其两大股东分别拟

减持19.47%股份和10.98%股份，占其各

自持股的100%，减持理由均为“股东资

金需要”。 此外，富邦股份、阳光城等9

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减持比例占总

股本的10%以上。 就实施情况看，年内

已实施减持金额最高的是三七互娱，

达到3.63亿元。此外，南威股份、捷成股

份等26家公司股东通过减持套现亿元

以上。

深圳金鼎资管董事长龙灏表示，

对于此类清仓式的减持， 根本的原因

来自股东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不看好，

特别是那种上市之后公司的销售与利

润均出现大幅下跌， 持股股东解禁期

满后进行清仓式减持的行为， 建议监

管层加强监管。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表示， 减持

计划是否会令股价承压， 最关键的因

素还是公司的经营业绩、资信水平、分

红水平以及未来的潜在发展前景。 建

议投资者投资自己了解的公司， 不要

盲目的跟风炒作。 或者直接选择指数

基金进行投资或者定投， 赚股市牛熊

更替的钱。

诚迈科技两股东清仓式减持

年内逾600家上市公司被重要股东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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