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刘保和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一份，

注册号：441521600440251 正本：0001503440，

副本：10012913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亮晶睛视力咨询服务部遗失营

业执照证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9P3PM8H，编号 S089201700493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增锐五金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W9WC8E 编

号 S2520190747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我单位广东神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遗失

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证，备案号：粤

AB-S00501、粤 AB-S00429、粤 AB-S00514、粤

AB-S00408、粤 AB-S00517、粤 AB-S00499、粤

AB-S00511、粤 AB-S00512、粤 AB-S00594、粤

AB-S00513、粤 AB-S00535、粤 AB-S00510、粤

AB-S00499、粤 AB-S00655，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增城市仙村奔驰加油站遗失最后一次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25220004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增城市成惠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最后一次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252000017，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03年 8 月 1 日由广州市组织

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75198364-2

的代码证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增城市成惠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仙村一路 97号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黎黎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WLHY

2P，编号：S069201402576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荣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0447482X4；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都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证号:粤交运

管穗字 0023162923 号道路运输证待理证及道路

运输证 ic卡，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

孖

蔡饮食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JY24401130489369，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雷海英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501479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团体

人身险投保单，K000511700040737，K00

0511900012674，K000511900012675，

K000511900012676，K0005119000126

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兰云遗失由广州圣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出的富力盈凯写字楼 20层 2003一 2008 的

印花税收据，收据号：0001431—0001435，金额：

3208元，3407，，3403 元，4239 元，2910 元，收据

号：000760，金额：4387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乙涛（铺位：五月花商业广场负壹层 B103

号）遗失广州捷丽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期间

由 2015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的

租赁押金条金额：117846 元； 水电费押金条：

991.95元；管理费押金条：9921 元。 现在登报登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霈梓赢餐饮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MCQC3P） 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编号：GS0620190781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鱼家菜餐厅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78532747N，编号:

S259201402556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亚振海鲜鱼摊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9826001979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好乐邻快餐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0121600920196，编号：S2192

01600617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青草寿司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605MA52W8J05J，

声明作废。

变更举办者通知

原单位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乐乐幼儿园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011708805175XG 地址：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凤二村榄树社 19 号之一，

原举办者李月云， 现变更为新举办者骆玉平，原

股东李月云，现变更为新股东骆玉平，之前原单

位的债权债务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

原单位申请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特此

声明。

注销声明

广州市传淇化工有限公司自即日起注销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附页，证书编号：穗天

安经（乙）字[2013]0213号（1），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廉江市郁宙蒸膳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88160040029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北界镇华卓百货经营部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983MA51Q9G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伟忠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一份，

注册号：441521600557351 正本：0005769669，

副本：10017983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忠晟汽车维修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BUPCF7H，编

号：S26620180248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振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RPXP4C，

编号 S06120170432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麦森讯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061134336J）遗失法人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管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2011340，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姓名：郑倩，地址：佛山市禅城张槎星晖盛汇

园 4 座 807 房， 遗失装修按金收据， 收据号：

0003534金额 1000元，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

黎月玲所有的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

（现白云区白云湖街）夏茅村海口逢园西里 12 号

房屋[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编号：穗郊石字第

0121272号]的宅基地证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现

我申请继承上述房屋， 如对此声明有异议者，请

在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 提交相关证据向广州公

证处（黎公证员，电话：020-83225896）提出，或

向广州市白云区房地产登记所提出。

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燕红

二 O一九年九月九日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04 年 03

月 31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

75941727-4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管阀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分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金城东街 39 号 2402 房

分类广告

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24 小时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

登报请加 QQ：122195533

今天办理，明天见报！

电话登报热线：84267279

广州市礼承广告有限公司温馨提示：网络登报需谨慎

责编：刘伟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校对：黄虹

养殖板块快速走强

农业主题基金涨幅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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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年内农业股表现不俗，猪、鸡等产

业股备受资金的青睐。 Wind 数据显示，

农林渔牧年内累计涨幅达到 53.19%，在

28 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排名第三。为

此，农业主题基金及重仓农业股的偏股

基金也收获颇丰，多只基金年内涨幅超

过 70%，业绩最好的银华内需精选甚至

达到了 85%的收益。 多家券商在研报中

指出， 生猪养殖企业 8 月出栏相继落

地，整体盈利持续向上。 鸡苗价格也持

续上涨，消费替代效应下家禽板块将保

持景气。 农业板块下半场仍然值得期

待。

养殖板块集体拉升

从近期 A 股市场来看，猪肉概念股

备受资金追捧。 昨日，农林渔牧指数再

度领涨两市，从细分行业看，大豆指数、

生物育种指数、 鸡产业指数涨幅均超

2%。其中哈高科、登海种业喜获涨停，而

民和股份、 丰乐种业等个股也获得 5%

以上涨幅。 拉长时间线看，年内农业股

股价表现相当出色。 Wind 数据显示，截

至 9 月 10 日， 农林牧渔板块今年以来

涨幅达到 53.19%， 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

业中排名第三。 板块内正邦科技、新五

丰、民和股份、益生股份、丰乐种业的年

内涨幅都超过 200%。

尽管已经累计不少涨幅，但不少券

商认为农业板块值得继续配置，尤其是

养殖企业更值得期待。 招商证券认为，

随着中报落地，市场对生猪养殖企业出

栏量的信心逐渐恢复，板块已经蠢蠢欲

动。 而一旦市场树立了较为乐观的出栏

预期，这对板块的上行也是一种正面刺

激， 下半场将聚焦确定性和成长性，板

块的上行更需要猪价和出栏量的相互

配合， 并且这种行情会走得更加长久。

一线龙头有望复制其在 2017 年的独立

行情走势，建议

及早布局。

天风 证 券

农业行业分析

师也认为，二季

度多家上市公

司种猪产能已

企稳回升，随着疫情逐步趋稳，预计疫

情冲击有望减弱，未来 2~3 年，将是养

猪板块的盈利景气周期，叠加头部上市

企业出栏的快速扩张期，是一波长期的

量利齐升行情，当前时点养猪板块仍具

备强配置价值。 此外，作为猪肉消费的

主要替代品， 禽肉消费有望快速增长，

助推禽链景气持续。 预计此轮禽链景气

向上时间和程度都将超历史周期，上市

公司盈利改善明显。

多只主题基金业绩突出

得益于农业股的强势表现，多只重

仓农业股、猪产业股的基金业绩表现突

出。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9

日，银华内需精选、国泰融安多策略、西

部利得景瑞等等 3 只基金今年以来的

净值涨幅超过 70%，银华农业产业、

诺安新经济、融通中国风 1 号等 22

只基金的涨幅也超过 60%。

不过， 记者通过 Wind 系统筛

选发现， 在基金合同中约定资产大

部分投资于农业产业或简称中带有

“农业” 等关键词的基金比较少，主

动型的仅有银华农业产业、 国泰大

农业、工银瑞信农业产业、嘉实农业

产业、 前海开源沪港深农业主题精

选、农银汇理现代农业加、广发标普

全球农业人民币等 7 只。其中，银华

农业产业的业绩最为亮眼， 年内涨

幅达 69.99%。 二季报显示，银华农

业产业持有正邦科技、牧原股份、圣

农发展等年内涨幅居前的农业股。

在近期发出的半年报中， 银华农业

产业基金经理王翔表示， 将保持中

性偏高的仓位， 认为宏观经济相关

度较高的行业，悲观预期已经修复，

而乐观预期不太现实。 农业具有独

立周期属性， 必需消费品行业增速

稳定性较强， 是近期重点配置的方

向。

但从基金经理年化回报来看，

国泰大农业基金经理程洲任职年化

收益回报最高，达到 21.42%。 公开

资料显示，程洲自 2017 年 6 月掌管

国泰大农业， 至今为该基金投资者

创造了 54,4%的回报。 与此同时，程

洲管理的其他基金历史业绩也比较

出色，获得过

金牛奖、金基

金将等多个

奖项。如国泰

民丰回报、国

泰聚信价值

优势 A、国泰鑫策略价值灵活等由他管

理的基金年化回报也在 18%以上。

据了解，除工银农业产业、银华农

业产业、嘉实农业产业最新基金份额超

过 2 亿份外，其余农业主题基金的规模

都较小，如国泰大农业截至二季度末的

基金份额仅有 8479 万份。

或借道消费

ETF

基金布局

目前，存量基金中尚没有真正跟踪

农业指数的产品，仅有前海开源中证大

农业一只增强指数基金，年内回报达到

44.85%。 该基金主要跟踪中证大农业指

数 (399814.SZ)，Wind 数据显示中证大

农业指数当前估值为 32.15 倍， 处于历

史 47.35%的百分位。 公开资料显示，中

证大农业指数覆盖范围较大，其涵括了

农业的上中下游等各个产业链的 50 只

成份股，分属于食品分销商、食品零售、

农产品、包装食品与肉类

（ 乳品除外）

、

化肥与农用药剂、林业产品等行业。 目

前，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海天味业是前

三权重股， 占指数权重分别为 7.92%、

6.36%、6.34%。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农业板块周期

性较强，投资者不妨扩大范围，通过跟

踪消费指数， 例如消费 ETF 参与农

业股行情。Wind 数据显示，当前重仓

农业行业的较高的消费 ETF 有汇添

富中证主要消费 ETF、嘉实中证主要

消费 ETF 等。 其中，规模较大的为汇

添富中证主要消费 ETF，最新规模为

10.91 亿份。 二季报显示，该基金重仓

了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等农林

渔牧股。

基金经理任职年化

回报（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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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二季度末

基金份额（亿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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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日

2017-09-28

2017-06-15

2016-12-07

2015-02-13

2015-05-26

2016-07-20

2016-07-20

2016-01-29

201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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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类型(二级分类)

普通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增强指数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灵活配置型基金

国际(QDII)股票型基金

国际(QDII)股票型基金

证券代码

005106.OF

001579.OF

003634.OF

001027.OF

001195.OF

164403.OF

164403.SZ

001940.OF

270027.OF

000885.OF

证券简称

银华农业产业

国泰大农业

嘉实农业产业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增强

工银瑞信农业产业

前海开源沪港深农业主题精选

农业精选

农银汇理现代农业加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人民币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美元现汇

年内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

69.99�

58.68�

54.47�

44.85�

44.18�

39.38�

39.38�

31.32�

14.42�

10.84�

成立以来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

35.23�

54.40�

32.38�

-5.70�

-26.90�

41.65�

41.65�

21.58�

29.30�

4.17�

基金经理

(现任)

王翔

程洲

姚爽

付海宁

杨柯

史程,石峰

史程,石峰

郭世凯

刘杰

刘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