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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

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 要求，

提高高速通行效率，近日，招商银行广州

分行 ETC 正式上线, 致力为车主提供安

全便捷经济的出行服务， 助力高速智慧

出行。

ETC 作为一种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

帮助车辆实现不停车缴纳通行费，有效促

进交通运输的节能减排，缓解高速交通拥

堵现状。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推出的 ETC

服务，通过线上渠道即可免费办理，并且

采用免邮寄送的方式，让车主们足不出户

即可实现 ETC 安装。 同时该行还设置了

高速通行低至免费和车主尊享 18 重好礼

等优惠，为车主高速出行进一步减压。

自招行广州分行推出 ETC 服务以

来，该行已结合其手机银行 App 车主专区

搭建了“车主卡+车主专区+ETC”的一站

式车主服务体系， 其中涵盖优惠加油、高

速通行、维修保养、违章查办四大车主核

心服务，还有油卡充值、购车分期、驾照查

分、一键移车、车辆估值、VR 看车、新车资

讯、用车指南、找车位等多项增值服务，从

日常用车到高速出行，全面满足车主的多

样化需求。

一直以来,招商银行秉承“因您而变”

的服务理念，聚焦用户体验，深耕服务场

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

服务。 未来，该行将继续借力科技，不断创

新，为羊城智慧出行再添新色彩。

招行广州分行

ETC正式上线 助力高速智慧出行

广告

信息时报讯

(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诗柳

) *ST 凡谷昨日公告称，

鉴于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已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公司开市起

停牌一天，8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并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ST

凡谷”变更为“武汉凡谷”，日涨跌幅

限制由 5%变更为 10%。

*ST 凡谷因 2016 年和 2017 年连

续两年净利润亏损导致“戴帽”。 到

2018 年， 公司实现净利润 1.89 亿元,

同比增长 136.70%， 实现扭亏为盈。

*ST 凡谷于今年 4 月 2 日向深交所递

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深交

所昨日批复同意公司“摘帽”。

摘帽后的股价会怎么走？ 信息时

报记者注意到， 自今年 4 月 2 日 *ST

凡谷披露 2018 年年报后， 公司股票

曾出现了连续 6 个涨停，随后股价虽

有回落，但整体处于上涨态势。 业内

人士认为， 很多 ST 股在业绩扭亏为

盈刚披露年报时，股价可能呈现上涨

的趋势，但到真正“摘帽”时反而可能

利好出尽，因此投资者若要参与此类

股票，一定要关注脱帽的过程及公司

未来的发展前景。

公司资料显示，*ST 凡谷主营业

务为射频器件和射频子系统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主要产品

为滤波器、双工器、射频等子系统，

应用于 2G、3G、4G、5G 等通信网

络。 天风证券认为，随着 5G 牌照

落地， 三大运营商 5G 规模建设有

望加速推进，将推动主设备 、天馈

射频、射频线缆等全产业链持续受

益。 数据显示，公司 2019 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7.92 亿元 ， 同比增

长 47.07%；实现净利润 6935.97 万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199.37%。 *ST

凡谷表示 ，中报业绩增长 ，是因为

公司上半年双工器 、滤波器 、射频

子系统的毛利率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国信证券在 8 月 12 日发布研报称，

公司深度聚焦通信射频主业，营收结

构和盈利能力出现同步改善，给予其

“中性”评级。

*ST凡谷今日“摘帽”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罗晓彤

) 昨

日， 药明康德发布了股东减持计划。

公告显示， 平安置业、 金药投资等 7

名公司股东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过

10.74%的股份。 按最新股价计算，本

次拟 减 持 股份 的 市 值上 限 高 达

122.95 亿元。

药明康德昨日公告显示，平安置

业、金药投资等公司 7 位股东因拟在

今年的 9 月 4 日-11 月 16 日内减持

公司股票 ， 合计减持股数不超过

17598 万股， 即不超公司总股本的

10.74%。 以昨日收盘价 70.25 元计算，

本次 减 持 股份 的 市 值上 限 高 达

122.95 亿元。

就在其披露股东减持计划的前

一天，药明康德才公布上述股东此前

的减持股份结果。 药明康德 8 月 13

日公告显示，此前，平安置业、金药投

资等 7 名公司股东合计减持了公司

股份 8972. 9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 计划减持数量未全部实施完

毕。 对于减持原因，公告称是基金投

资正常退出或自身资金需求。

昨日， 药明康德低开 2.7%后，随

即就被迅速拉高，最终报收 70.25 元，

上涨 2.02%。

药明康德于去年 5 月 8 日登陆 A

股后，不到一个月其股价便从首发价

21.6 元一路攀升到 138.87 元。 业绩方

面， 药明康德 2018 年与 2019 年一季

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实现了双增，其中

2018 年实现了 96.14 亿的营收与

22.61 亿的净利润， 而今年一季度则

实现了 27.69 亿的营收与 3.86 亿的净

利润。

药明康德再发大额减持计划

信息时报讯

产业资本的敏感性往

往领先于二级市场。 近期，以黄金、钴价

等为代表的贵金属开始强劲反弹甚至

反转。 而在此之前，一些上市公司已先

知先觉出手并购矿产，在商品价格跌破

开采成本时逆势并购。

据记者统计，6月份至今，仅两个月

时间，A股上市公司并购矿产类资产就

发生了十余起。 若把时间线拉长，一批

先知先觉的上市公司早已在低位悄悄

囤矿， 如今随着金属价格周期反转，这

些公司资源储量身价已经水涨船高。

2019年至今，抄底“含金量”最足的

当属江西铜业。 公司今年3月斥资29.76

亿元受让恒邦股份29.99%股权，并成为

恒邦股份大股东。 后者恰是一家颇具黄

金储量的上市公司。 恒邦股份2018年报

披露，公司旗下探明黄金储量总计约有

112.01吨，按照黄金最新价格约346.8元/

克，以及江西铜业持有恒邦股份29.99%

股权比例计算，江西铜业一下就多了价

值约117.17亿元的黄金储备。

与江西铜业在金价启动时精准抄

底不同，鹏欣资源抄底金矿较早，并于

2018年耗资151亿成功收购大股东旗下

的奥尼金矿。

据披露，奥尼金矿保有资源储量矿

石量7131万吨，黄金金属量为501.74吨，

平均品位7.04 克/吨。 如果把奥尼金矿

所有的黄金金属量按最新金价折算成

人民币， 其金属储量价值高达1740亿

元，比公司当初购买时增值约350亿元。

胃口与鹏欣资源一样大的矿产公

司，还有盛屯矿业。 该公司近三年连续

出手取得镍、铜、钴等多种贵金属资源，

公司金属资源储量大幅提升。 据记者不

完全统计，公司2016年，以收矿为目的，

累计投资金额已经高达近22亿元，另

外，公司还在海内外矿产丰富的地区投

资多个金属冶炼项目。

随着2019年有色金属价格急速下

跌，公司开启大手笔投资，今年2月公司出

资5.46亿元获取刚果一处铜钴矿山，新增金

属铜储量30.2万吨，钴4.27万吨。 今年8月，公

司又出资10亿元参投镍矿项目。

近期受菲律宾最大镍矿停产消息

刺激， 镍价一度触及2018年4月份以来

的最高位。 有矿产类公司高管表示：“有

色金属产业投资链条呈哑铃状， 开采、

深加工这两头的成本、 效益都是最大

的，矿产储量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短期

将其完全开采出来，但资源储量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应矿床的价值，同样也是公

司潜在的价值。 ”

据上海证券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昨

日晚间，海天味业披露了上半年业绩

情况。 数据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

业 收 入 101.6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51%，实现净利润 27.50 亿元，同比

增长 22.34％。

中报数据显示，海天味业三大核

心产品酱油、蚝油与酱，上半年收入

均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其中，酱油收

入增长 13.61％， 蚝油增长 21.13％，酱

增长 7.48％。中报称，海天味业调味品

的产销量及收入连续多年名列行业

第一。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海天味业

在中报中表示，公司上半年持续推动

营销，在网络、产品、团队方面加快转

型，加大营销人力改革，释放营销团

队活力等措施，并针对反映比较普遍

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改进，由此

实现市场高质量发展。

8 月 2 日， 国盛证券曾对海天味

业给予“买入”评级。 国盛证券在研报

中表示，海天味业海天作为调味品行

业龙头，一直深耕主业，全产业链优

势尽显，未来十年量价齐升、集中度

提升趋势明确， 因此给予“买入”评

级，目标价约 118 元。 今年以来，海天

味业股价在 65-108.55 元之间， 年内

涨幅达 43.68% ， 目前最新股价为

98.85 元。

同花顺数据显示， 除海天味业

外，目前还有 2 家调味发酵品企业披

露了上半年业绩情况。 其中，天味食

品上半年实现营收 6.29 亿元，同比增

长 32.1%，实现净利润 1.03 亿元，同比

增长 40.85%；安记食品则实现了 2.09

亿的营收与 2827.43 万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分别为 35.14%与 33.16%。 目

前，已披露中报的 3 家发酵品企业上

半年营收与净利润均实现了双增。

多家矿产上市公司大手笔囤矿

海天味业上半年业绩稳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