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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上市公司近期积极回购增持

分析认为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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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柳静）

近期受

疫情影响， 全球资本市场剧烈动荡，A

股也在震荡调整。 记者注意到，目前有

不少上市公司通过回购、增持等计划来

提振股价。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上市公

司的回购或增持可以向市场释放积极

信号，彰显信心，短期能利好股价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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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公司发布回购情况

3 月 25 日，又有顺发恒业、吉林敖

东和口子窖 3 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计

划。 这 3 家公司股价今年以来都有下

滑，且公司均有一定利润，估值均未超

过 14 倍。

据披露，顺发恒业回购的股本比例

较高。 公司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以不超过 4.03 元/股的价格回购， 回购

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回

购股份数量下限为 1.22 亿股， 上限为

2.43 亿股。 回购的用途有两个，包括因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回

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3648.78 万股且不高

于 7297.56 万股；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8513.82 万股且不高于 2.07 亿股。

吉林敖东回购金额也较高，拟回购

3 亿元到 6 亿元， 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价

格不超过 20 元/股。 根据最高回购规

模、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 3000 万股，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58%。

口子窖拟以自有资金回购总额不

低于 1 亿元、 不超过 2 亿元的股份，回

购股份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回购价格

不超过 50 元/股。 按回购金额上限 2 亿

元、回购价格上限 50 元/股测算，预计

回购股份数量为 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 0.67%。

据 Wind 数据统计，2 月 3 日至 3

月 25 日， 沪深两市有 334 家公司发布

了回购计划或回购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

回购进度， 中科电气、 完美世界等 113

家公司回购方案通过了董事会预案；全

聚德、 恒瑞医药等 54 家公司回购方案

获股东大会通过。 另外，美的集团、东阿

阿胶等 135 家公司已实施了回购计划；

天音控股、三花智控等 111 家公司已完

成回购。

从回购金额来看，数额最大的是雅

戈尔，其在 3 月 14 日用 22.95 亿元回购

公司股份 3.53 亿股， 回购均价 6.50 元/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4%。 其次，美的

集团也在 3 月 21 日趁低价兑现回购计

划，当日公司回购 1.06 亿股，均价 49.76

元/股，回购金额 5.28 亿元。

积极增持能提振市场信心

近期全球股市震荡剧烈，A 股也波

动明显。 Wind 数据显示，年初至今，上

证指数跌幅已超 8%。 在大盘下行明显

的背景下，除了回购以外，上市公司股

东也在忙着增持自家股份。

3 月 25 日， 百利科技发布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上交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股份 1,440,300 股， 占公司已发行

总股份的 0.328%。本次增持后海新投资

持有百利科技股份 209,984,300 股，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47.828%。

同一天，天壕环境、健民集团也发

布公司重要股东增持计划。 其中，天壕

环境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陈作涛拟于 6

个月内通过证监会和深交所相关规定

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股数不

低于 18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

不高于 36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

Wind 数据统计显示， 自 2 月 3 日

至 3 月 25 日， 沪深两市有 346 家上市

公司获得重要股东增持 154.78 亿元。记

者注意到，在本轮增持中，高管成为了

增持主力。 具体来看，97 家公司被 354

位高管增持 4.77 亿元；38 家公司实控

人出手，增持 45.35 亿元，另外，还有 68

家上市公司被产业资本增持 88.56 亿

元。

其中， 增持数额最大的是邮储银

行。 公司 3 月 12 日公告称，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控股股东

邮政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56 亿股，

增持金额 25.12 亿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这轮上市公司

的高管和重要股东的增持或回购，主要

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市场下跌得较多，很

多股票跌出了价值，那么股东和高管的

增持或回购，也能表明他们对公司的信

心，愿意在这个价位上增持，向市场释

放这些积极信号。“这对公司的短期股

价，会形成利好的支撑。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昨日，罗

永浩发布了最新的微博和抖音视频，正

式宣布抖音成为其独家直播带货平台，

同时预告将在 4 月 1 日晚 8 点开启首

场直播。 抖音市场总经理支颖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证实了这一消息。 记者梳理

发现，进入 2020 年之后，多个电商平台

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纷纷投入重要资源

到直播带货领域。 业内分析认为，直播

带货在去年双十一已取得较好成绩，疫

情影响让互联网营销更加火爆，预计今

年的直播带货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

罗永浩宣布直播带货圈粉百万

昨日，罗永浩更新其微博和抖音视

频， 宣布抖音成为其独家直播带货平

台。 该消息引发了众多人士关注，截至

昨日下午 6 点，罗永浩抖音粉丝数量剧

增超百万。 罗永浩在自己的首支抖音视

频里透露了选择抖音的原因，“因为很

看好抖音直播带货”， 他希望能够和粉

丝一起努力成为抖音的“直播一哥”。

早在 3 月 19 日， 罗永浩在微博宣

布将直播带货， 并寻找商品厂商合作。

市场反响热烈， 罗永浩透露已有超过

1000 个厂商与其联系，其中不乏知名数

码厂商。 此前，罗永浩对外公布了自己

在直播初期主打的商品类型：具有创新

特性的数码产品、优秀文创产品等。

抖音快马加鞭进入直播带货

自去年双十一前后开始，以李佳琦

为代表网红带货成为网购人群关注焦

点———李佳琦直播试用 380 支口红，在

5 个半小时里完成订单 23000 单， 成交

额 353 万元。 京东、拼多多也在去年年

末动作频频， 有意与网红孵化机构合

作，与淘宝直播瓜分网红带货市场。 除

了头部电商平台外，还有如涵、蘑菇街、

贝贝、小红书、洋码头、快手等也加快布

局网红直播带货行列。

相比之下，抖音在直播带货上起步

较晚。 公开信息显示，2018 年底抖音开

始在短视频、 直播带货领域逐步尝试。

2018 年 12 月，抖音上线小黄车（商品推

荐）功能，任何用户只要符合条件即可

申请。 据一位直播带货领域的业内人士

介绍，相比快手，过去抖音在直播带货

业务上相对克制， 此次独家签约罗永

浩，或许是抖音发力的开始。

记者观察发现，抖音在近期的确密

集推出了多个直播带货活动。 据抖音提

供的资料显示，疫情期间，抖音推出了

“宅家云逛街”计划，面向线下商场、门

店、工厂、个体商家，提供 10 亿直播流

量扶持， 帮助商家在抖音线上卖货，助

力消费复苏。 2 月 28 日，湖南株洲王府

井百货在抖音进行直播， 开场仅 1 小

时，观看人数突破 1 万，整场直播销售

额超 240 万元。 3 月 8 日，上海新世界百

货开启 38 小时抖音直播卖货， 线上线

下销售总和环比增长 8 倍。

就在罗永浩宣布入驻抖音的前三

天，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也投身抖

音，在三亚开启了首场直播，并在 1 小

时内卖掉了价值 1000 万元的酒店套

餐。

直播带货形式趋向多元化

随着众多互联网平台投入到直播

带货，其营销模式也呈现多元化。 与抖

音的“名人带货”模式不同，记者从拼多

多方面了解到，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汉

景帝阳陵博物院、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

七所博物馆， 将在拼多多开启直播，并

上线销售近千种博物馆特色精华周边。

拼多多方面称这些文创产品将在直播

间内以优惠价格供应给消费者。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此前不少博

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针对现状，不少博

物馆开启“云复工”， 纷纷搭起了直播

间。 一个直播间涌入的人数，可能是博

物馆一年的人流量。 同时，博物馆借展

品背后的故事， 售卖相应的周边产品，

可以填补票务上的亏损。 拼多多相关负

责人表示， 疫情让博物馆变身“播物

馆”，既鼓励了设计师，也增加了博物馆

多元收入， 有利于整个文创行业的复

苏，也可能会成为未来文创产业新的游

览和销售模式。

目前众多平台发力直播带货，但侧

重方向有所不同。 直播平台行业从业者

罗超向记者分析，罗永浩长期积累的粉

丝主要为男性，而且他擅长的还是数码

产品，这些产品又是高客单价的，相较

而言，更适合高线城市和高收入的年轻

人群。 这或许也是罗永浩最终选择抖音

的原因。

第三方数据机构 QuestMobile 发

布的《中国移动直播行业“战疫”专题报

告》显示，抖音用户在城际分布、消费能

力上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而拼多多则

在三四线城市拥有用户基础，所以近期

拼多多上出现了很多“县长带货”，推销

当地特色农产品。

罗永浩签约抖音开启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或成今年互联网“新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