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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昨日，

由美妆企业爱茉莉太平洋与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

（下称 “妇基会 ”）

共同开展

的公益活动———2019“妆典生命·焕彩

课堂” 广州站落地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与“两癌”（乳腺癌与宫颈癌）术后患友

分享健康心得， 提供护肤及美妆技巧。

记者了解到，广州是继北京、成都之后，

焕彩课堂在全国巡回的最后一站，预示

着2019年爱茉莉太平洋“妆典生命”项

目圆满落幕。 今年，“焕彩课堂”项目邀

请了三地共计31名员工志愿者参与，以

传授护肤、美妆等知识，帮助超过200位

中国女性“两癌”患友一起完成了焕新

自我风采的公益旅程。

“焕彩课堂”首次引入学术教案

如何兼顾“健康”与“美”，一直是

“焕彩课堂”所展现的主旨。 今年“焕彩

课堂”项目继续走进医院，零距离面对

“两癌”患友。 在广州站现场，记者发现，

主办方为患友们增加了很多互动环节，

比如“健康长廊”的趣味健康小提示、创

意拍摄区的美美打卡照片、“健康”与

“美丽”主题的创意化妆包DIY、由新鲜

水果打造的“焕彩”花艺、四种不同口味

的维C茶歇，配合舒缓心情的音乐，给患

友们打造了感官上的“焕然一新”。

此外，主办方还根据历年的参与者

调研问卷反馈， 及时响应她们的需求，

增加了关于患友们期待的医疗护理方

面的专业建议，以及术后心理咨询方面

的内容支持。 比如，今年首次引入的“焕

彩”学术教案以理论为基础，配合生动

形象的讲解与实践，大大提升了课堂的

品质。 经过专业培训的爱茉莉太平洋的

彩妆师，不仅为患友们打造了两款适合

她们的妆容，还从患友们关心的抗癌治

疗的副作用话题切入，分享有关于皮肤

变化、 护肤步骤及头皮护理的建议，帮

助她们在生理和心理恢复两方面得到

了提升，了解更多抗癌治疗期的实用知

识。

“目前乳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开始

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在中国，45岁到55

岁的女性是乳腺癌发病的高峰人群，这

比其他国家足足提前了10年。 ”广东省

第二中医院白云院区肿瘤病区区长史

清华告诉记者，患者“讳疾忌医”是造成

乳腺癌高发的一大原因，而随着越来越

多“焕彩课堂”项目的举办，利于向社会

普及“两癌”的知识，有利于帮助患者直

面疾病，及早就医。

2019“妆典生命”项目圆满收官

据了解，“焕彩课堂”是爱茉莉太平

洋“妆典生命”公益项目中开展时间最

长的子项目。 2008年在韩国率先发起，

2011年引入中国。 如今，该项目已经在

爱茉莉太平洋的6个海外市场启动。

随着2019年“妆典生命”公益项目

成功收官，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本着根植

本土、持续深耕项目的初心，针对女性

“两癌”，从意识提升、疾病预防到术后

康复实现了全程关护。 今年3月，由爱茉

莉太平洋携手妇基会举办的“妆典生

命”项目评估报告发布会暨影像展在上

海举行，通过数据分析和影像资料相结

合的创新形式，展现了“妆典生命”两癌

防治公益项目在农村及城市地区取得

的社会绩效。 同期，旗下九大品牌开展

“品牌联合义卖”，吸引超过 26 万人次

参与， 通过义卖形式关注女性健康。 5

月， 第四届爱茉莉太平洋女性健康公

益跑 (

“茉莉跑”

) 再度于上海东方体育

中心温暖鸣笛， 近 5000 名跑友参与其

中， 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女性“两癌”

的防治意识。 7 月至 8 月间， 爱茉莉太

平洋携手妇基会继续深耕贵州、 黑龙

江、 宁夏三省区十县,从项目流程标准

化、 覆盖人群多元化、 传播形式多样

化等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以期在

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需求下， 实现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近期上市公司“扎堆”披露股份回

购实施成绩单， 不少大额回购格外亮

眼。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昨日，今年A

股公司回购实施总金额已超过1200亿

元，远超往年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分析

人士认为，今年以来，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热潮持续、 股份回购规模大幅增长，

除了当前国内经济积极向好的发展环

境，使得企业在这一时期的资金与资本

得到了充分累积，政策层面不断完善股

份回购制度，是推动上市公司积极开展

股份回购的主因。

5家公司回购金额超10亿元

截至昨日， 已有105家A股公司披

露了回购进展。 其中， 今年有13家公

司回购金额超10亿元， 而去年仅有2家

公司。 从具体个股来看， 伊利股份回

购金额达57.93亿元， 居榜首； 而中国

平安、 招商蛇口、 陕西媒业、 美的集

团、 中联重科、 Tcl、 世纪华通、 分众

传媒、 巨人网络、 雅戈尔、 恒力石化、

苏宁易购等紧随其后。

中国平安的回购金额已达到设定

的下限值。 据了解， 中国平安拟用50

亿~10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公司A股， 截

至11月30日， 已回购A股股份5759.46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2%， 已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50亿元 （

不含交易费用 ，

下同）

。

而TCL集团的回购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较高。 自2月14日开始实施

回购至12月2日， TCL集团已累计回购

股份5.60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14%，

成交总金额为19.14亿元。

今年上市公司回购热情高涨

事实上， 上述公司只是A股上市公

司回购热情的缩影。 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昨日， 今年A股上市公司回购实施

总金额已超过1200亿元， 创下历史新

高。 2018年， 该数据为523亿元， 2017

年则仅为79亿元。

记者梳理回购股份用途发现， 多

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共有1972次回购

动作， 其中以实施股权激励及股权激

励注销为目的的次数为1260次， 占比

约64%。 例如， 中联重科在5月披露的

回购公告显示，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

招商证券行业分析师郑恺认为，

股份回购是上市公司层面的动作， 上

市公司以现金从二级市场上回购公司

股票， 并将所回购的股票注销、 作为

库存股保留或用于股权激励是好事。

一方面， 由于股票回购绝大多数都以

公司自有现金支付， 开展回购从侧面

反映了上市公司现金流稳健， 盈利能

力稳定。 另一方面， 上市公司通过回

购股份， 再推行股权激励计划， 是凝

聚团队稳定性， 提升团队战斗力， 提

升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有效手段。

政策利好落地助推回购股份

上市公司回购热情高涨与政策的

助推有关。 据了解， 2018年11月9日，

证监会、 财政部 、 国资委联合发布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

明确支持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 实

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此外，

今年1月11日， 上交所和深交所正式发

布并实施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 进一步为上市公司提供了详实的

股份回购规范与指引。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表示，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热潮持续、 股份回

购规模大幅增长， 主要得益于当前国

内经济积极向好的发展环境， 使得企

业在这一时期的资金与资本得到了充

分累积， 叠加政策层面不断完善股份

回购制度， 推动了上市公司积极开展

股份回购。

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 今年

以来， A股市场持续震荡， 上市公司回

购自家股票的热情高涨， 同时， 多数

回购概念股涨幅跑赢了同期大盘指数。

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根本原因是

公司管理层认为股价远低于内在价值，

希望通过股份回购将被低估的价值信

息释放出来， 从而稳定公司股价， 增

强投资者持股信心。 特别是在近期大

盘波动不佳的背景下， 上市公司选择

通过回购方式能够极大地维护股价的

稳定， 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近期上市公司“扎堆”晒回购成绩单

今年A股回购金额已逾1200亿

2019爱茉莉太平洋“妆典生命·焕彩课堂”项目于广州落幕

今年共帮助200多位女性术后“焕新”

爱茉莉太平洋志愿者耐心传授美妆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