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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携手南方

杂志社赴广西贺州开展党建扶贫

�������2019 年 5 月 5 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携手南方杂志社赴广西贺州市富川县石家

乡城上村、 古城镇高路村开展党建扶贫共

建活动，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向两村党支部

捐赠党建经费， 南方杂志社捐赠党建书籍

并作党课辅导，共同助力贫困村党建工作。

在两村党支部党建扶贫捐赠仪式上，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汪洋介绍了该

行基本经营情况以及近年来民生银行“七

位一体” 精准扶贫体系和成效。 该行党委

委员、 纪委书记郭风华为村党支部送上捐

款支票。 在座谈会上， 该行理财专家还为

村民送上了金融防诈骗讲座。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南方杂志社从

2018 年开始共组织了四次党建共建活动，

取得良好效果。 2018 年，该行分别联合广

东省扶贫基金会、南方杂志社，两次赴广东

省省定贫困村———韶关市新丰县紫城村开

展党建扶贫，在捐助扶贫经费的同时，举办

防范金融诈骗知识讲座、 乡村振兴战略党

课辅导等，受到当地村民好评。 2019 年，该

行将扶贫范围从省内延伸到省外， 再次携

手南方杂志社赴国家级贫困县———广西贺

州富川县开展党建扶贫共建活动， 在帮助

村里脱贫的同时，助力村党建工作，协助村

里将党建与脱贫工作相结合， 建设好党的

基层战斗堡垒、凝聚全村上下人心，共同推

进精准脱贫。

成立 23 年来，民生银行始终坚持“为

民而生、与民共生”的企业使命，积极履行

和承担社会责任。 该行 2018 年年报显示，

该行全年对外捐赠金额达 1.75 亿元， 通过

深耕精准扶贫， 努力成为金融反哺社会的

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受

“人造肉第一股” 上市首日暴涨163%

刺激，新晋宠儿“人造肉”概念股继前

日逆市上涨后， 昨日继续高歌猛进，

板块内哈高科、双塔食品、丰乐种业

等7只个股涨停， 并连带了豆制品产

业链受益。 而对该横空出世的概念股

的后续发展，机构和食品行业专家则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人造肉”概念股集体大涨

5月2日，有“人造肉第一股”之称

的Beyond Meat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

所挂牌上市， 上市首日暴涨163%，成

为纳斯达克今年以来新股上市首日

涨幅最大的公司。 公司主营为利用大

豆、豌豆等植物蛋白为原料，制作素

食肉类。

受此消息刺激，“五一”节后的首

个交易日“人造肉”概念便在A股横空

出世，并逆市上涨成为当日为数不多

的飘红个股。 昨日，板块内的哈高科、

双塔食品开盘便巨单封住涨停板，实

现强势“二连板”，哈高科报5.45元、双

塔食品报4.72元； 板块内的个股也集

体上涨，双塔食品、丰乐种业、莱茵生

物等7只个股涨停， 涨幅最小的农发

种业也涨4.1%。Wind数据显示，“人造

肉”概念板块两日的成交金额已突破

20亿元。

在“人造肉”概念股风头强劲之

际，游资也正在进入。 据Wind龙虎榜

数据， 双塔食品连续3个交易日内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昨日被招商

证券深圳深南东路营业部、华鑫证券

西安科技路营业部等5个游资账户合

计买入2455.04万元。

多家公司否认涉及“人造肉”

但记者注意到，在“人造肉”概念

站上风口之际， 相关阵营也不断壮

大，但天宝食品、煌上煌、海欣食品、

哈高科等多家上市公司否认涉及“人

造肉”概念。

其中，天宝食品、煌上煌等公司

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未涉及“人造

肉”相关业务；众兴菌业和新诺威称，

目前没有涉及“人造肉”的计划和业

务；海欣食品则表示，“人造肉”分为

两种，公司部分产品有使用大豆蛋白

类原材料，属于其中“大豆蛋白肉”的

范畴，公司将积极研究相关技术和产

品的转化应用。

至于“两连板”的哈高科，其在互

动平台表示，根据Beyond Meat招股说

明书显示，其“人造肉”的主要原料为

豌豆蛋白，且强调其“人造肉”不含大

豆，请投资者注意区别。 公司全资子

公司哈高科大豆食品目前的生产能

力和产品产量在同行业中占比较低，

达不到国内前三名。

机构及行业专家看法不一

对于高歌猛进的“人造肉”概念

股，到底是行业风口还是炒作？ 其后

续走势和发展潜力将会如何？ 对此，

机构和行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国盛证券研报指出， “人造肉”

切合健康环保趋势， 具有较大市场

潜力。 健康、 环保、 动保、 素食等

因素推动“人造肉” 市场需求增长。

但随着龙头上市广告效应、 研发投

入加大、 国内猪肉供应等因素影响，

有望促行业加快发展。 另外， 国内

“人造肉” 当前主要作为肉制品添加

物， 与动物蛋白配合食用， 提高肉

制品口感。 近年来伴随生活水平改

善和提高， 人们对健康、 环保意识

的提升， 消费者开始接受“人造肉”

新型食品， 在国内一二线城市具有

较大发展空间。 “人造肉” 产业链

与豆制品相似。 向上游采购豆粕为

原料， 中游为豆制品深加工， 下游

应用一方面销售给食品加工企业用

作原料， 另一方面作为独立品牌的

“人造肉” 进行销售。 可关注豆类蛋

白或其他植物蛋白生产企业， 或向

下游投资或涉足“人造肉” 的食品

加工企业。

资深食品产业分析师、中国品牌

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认为：“‘人造

肉’行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人

造肉第一股’的飙升，除了刚需作用，

背后的资本力量也不可忽视。 像这种

素食类的‘人造肉’企业，它有消费的

刚需红利，也有资本推动的红利。 在

未来的2~3年， 该行业或将进入一个

高速发展阶段。 目前行业也进入了高

级导入阶段， 但仍未进入成长阶段，

所以就目前而言，并不会造成‘大水

花’。 ”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雅菲）

昨日，多

家上市公司扎堆公布了大股东减持计划

和进展情况。 其中大洋电机公司前三大

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9.71%，为昨日公布的最大减持计划，股价

大幅下挫；另外天地数码、博士眼镜、中光

防雷也遭股东减持而致股价大跌。 但记

者注意到， 在市场震荡调整的情况下，亦

有部分上市公司拟巨资回购出手护盘。

大洋电机遭前三大股东减持

昨日，大洋电机发布公告称，公司前

三大股东合计拟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9.71%的股份。根据公告，目前持有大洋电

机总股本31.85%的控股股东鲁楚平，拟减

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5.91%的股份； 持股

6.23%的大洋电机副董事长兼总裁徐海

明，拟减持不超过1.48%的股份；合计持股

8.39%的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减

持不超过大洋电机总股本2.32%的股份。

对于减持原因， 鲁楚平称是因办理

股票解除质押及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升安

能实业减持也是为了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而徐海明的减持则是个人资金需求。 记

者梳理发现，鲁楚平、升安能实业减持，是

因为2018年公司以35亿元对价收购的上

海电驱动业绩不达标，根据此前签署的业

绩补充协议，鲁楚平、升安能实业、安乃达

实业将合计补偿上市公司约4.37亿元的

现金。

受大股东拟减持消息影响， 大洋电

机昨日大幅低开，收盘大跌8.5%，报4.63

元，市值蒸发了近24亿元。

多家公司大股东拟进行减持

记者梳理公告发现，除大洋电机遭公

司前三大股东集体减持，多家上市公司也

扎堆公布了大股东减持计划和进展情况。

江苏有线昨日公告披露，公司大股东

国安通信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

等方式，6个月内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不超过1.11亿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2.25％， 这是国安通信两个月内

第二次发布巨量减持计划。3月份，国安通

信公告， 拟在6个月内减持其持有公司股

份不超过9860.92万股。

此外，博士眼镜股东豪石九鼎、民乐

九鼎、民安九鼎、嘉赢九鼎合计计划减持

不超过498.5万股公司股份， 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5.73%； 世纪瑞尔股东王铁计

划减持不超过2340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3.999%；华钰矿业股东西藏博实计划

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2080万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比例3.95%； 天地数码股东

严金章、副总经理谢党、董事会秘书张群

华、常务副总经理白凯、监事柳雁、监事周

家峰拟分别减持公司股份4.95%、0.26%、

0.15%、0.09%、0.06%和0.008%。

有公司巨资回购提振信心

面对近期市场的震荡调整，在多家公

司发布股东减持之际，亦有部分公司发布

了股东及高管增持计划，进而刺激公司股

价回升。

昨日，三一重工公告披露，拟以不低

于8亿元且不超过10亿元的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三一重工

表示，此次回购股份的目的，是基于对公

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 受此影响，昨日三一重

工上涨6.32%，报收12.12元。

另外， 冠昊生物昨日也发布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于对公司

战略规划和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

划6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总股

本的2.14%、不低于总股本的1.1%。 受此刺

激，昨日该股强势涨停，报22.30元。

“人造肉”概念股风头强劲

是行业风口还是炒作？ 机构与行业专家观点不一

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减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