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快报讯 记者陈学东报道 格兰仕
要约收购惠而浦部分股权细节公布：以
最高资金总额 24.45 亿元收购惠而浦
61%股权。8 月 26 日，停牌两个交易日之
后惠而浦（600983）如期复牌，开盘即一
字涨停，报收 6.96 元，涨幅 9.95%。

8 月 25 日晚间，惠而浦发布公告称，
收到格兰仕出具的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拟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
购，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4.68 亿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61%， 要约收购价格为 5.23
元/股，最高资金总额为 24.45 亿元。

惠而浦 2020 年上半年财报显示，营
业收入 21.56 亿元 ， 较去年同期下降
20%。 伴随国内疫情好转，第二季度收入
12.74 亿元，季度环比增长 44%。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 亿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93%，季度环比增长 92%。
净利润从一季度的亏损 1.07 亿元大幅
收窄到二季度的亏损 0.09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收购条件中提到，如
果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不
低于上市公司 51%的股份， 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 如果

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的 51%， 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
效，所有预受的股份将不被收购人接受，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不会
发生变更。

根据公告， 本次要约收购前，惠而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惠而浦
51%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惠而浦集团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格
兰仕将持有上市公司不低于 51%股份，将
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将变更为梁昭贤、梁惠强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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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顺丰控股市值
突破 3600亿元

新快报讯 记者郑栩彤报道 8 月
25 日晚，顺丰控股发布了半年报。 由
于上半年营收能力远超行业平均水
平， 顺丰控股股价昨日一字涨停，市
值强势突破 3600 亿元。 结合中通快
递、百世集团今年二季报及其他主流
快递企业经营数据，今年以来国内快
递业务量增速喜人。

顺丰控股于 8 月 25 日晚间披露
的半年报显示，即便上半年其速运快
件票均收入下降了 22.14%，在速运业
务量同比上涨超八成的拉动下，其营
业收入仍同比上涨 42%至 711.29 亿
元。 上半年， 顺丰速运净利润达到
37.62 亿元，同比上涨幅度超二成。 受
消息影响， 昨日顺丰控股开盘即涨
停，收盘时总市值达到 3654.72 亿元。
据新快报记者梳理，年内顺丰控股市
值已猛涨超 2000 亿元。

疫情对线上消费习惯的培养助
推快递持续景气。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同比上涨超二成至 338.8 亿件。 从细
项看，顺丰控股电商经济件业务量同
比上涨了 2.4 倍，顺丰国际、快运和同
城营业收入也分别上涨了 142%、51%
和 61%。

据新快报记者统计，顺丰控股市
占率由去年全年的 7.6%大幅提升至
今年上半年的 10.69%。 相比去年全
年，今年上半年圆通速递和韵达股份
市占率也有明显提升。 但申通快递和
百世集团的市占率均下滑超过一个
百分点，且这两家快递企业市占率均
减至 10%左右。

巨亏之下仍新开门店 173 家
据海底捞于 8 月 25 日发布的 2020

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 公司今年上半年
利润由上年同期的 9.12 亿元骤降为-
9.65 亿元，降幅超过 200%。 经营收入同
比下降 19.2%， 由上年同期的 113.31 亿
元降至 91.51 亿元。

海底捞回应称，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暴发，公司主营业务受到“重大影响”，
门店客流量减少，平均翻台率由 4.8 次/
天降至 3.3 次/天， 但人均消费由 104.4
元涨至 112.8 元。

即便主营业务受到重大影响， 海底
捞仍未停下扩张步伐。 上半年新开业

173 家餐厅，全球门店网络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768 家增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935 家。 随之而来的是各项成本的
增加， 上半年公司员工成本由上年同期
的 36.52 亿元升至 40.74 亿元 ， 增长
11.6%， 所占收入百分比从 31.2%增至
41.7%。 而财务成本从上年同期的 1.02
亿元增至 1.83 亿元，增长 79.2%。海底捞
称，由于业务扩张，导致租赁负债的利息
增加，以及银行借款的利息增加，财务成
本出现大幅增长。 公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海底捞资本负债比率达
38.1%，银行借款 33.05 亿元。 其中，上半
年新增银行借款 32.38 亿元及偿还银行

借款 0.61 亿元，公司获得并以集团固定
资产担保的其他借款为 0.96 亿元。

九毛九关闭广东海南以外的餐厅
除了海底捞， 另一家在港上市的餐

饮巨头九毛九也因疫情影响出现亏损。
公司 2020 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报告期
内九毛九集团实现营收约 9.495 亿元，
同比减少约 23.25%；公司权益股东应占
期内亏损为 8590 万元，经调整后纯净亏
损达到 1.15 亿元。

不过与海底捞继续扩张的政策迥
异，九毛九执行多项节省成本的措施，包
括收缩门店。九毛九称，上半年共关闭了

48 家自营餐厅，包括 43 间九毛九餐厅、
2 间太二餐厅及 3 间 2 颗鸡蛋煎饼自营
餐厅， 并且表示不再在广东省和海南省
以外经营九毛九餐厅， 关闭餐厅而出售
资产产生亏损约达到 2780 万元。截至目
前，九毛九共运营 321 家餐厅，其中太二
数量最多，达到 161 家。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疫情对九毛九
的业务营运造成不利影响， 但来自太二
的收入同比增加 24.8%至 6.7 亿元，其餐
厅数量从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 91
间， 增加至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的 161
间。自今年 2 月底开始推出的外卖服务，
也为太二的业绩增长提供了帮助。

守望相助，彼此相连，在这“特别的
年份”，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找准自身定
位、瞄准市场需求，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各类市场主
体提供“特别的服务”。

推广线上金融， 为市场主体
融资加速度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推出线上自助转
期、自助支用、远程视频面签等措施，为
小微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普惠性线上服

务；依托互联网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推进“云快贷”“增值贷”“纳税网乐贷”等
线上贷款产品，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与此同时，该行创新供应链金融“E 链产
品”实现全线上化融资，以切实、便捷的
实际行动助力企业抗疫情、保发展，又有
效地防控了金融风险。

坚持产品创新， 拓宽重点行
业融资场景

民生银行广 州 分 行 紧 随 市 场 需

求 ，给予受疫情影响行业重点支持 。
除传统融资产品外 ， 针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餐饮行业 ， 该行创新推出
“餐饮贷 ”信用 贷 款 产 品 ；针 对 教 育
行业 ，推出 “教育行业授信产品 ” ；此
外 ，该行积极探索场景金融模式 ，大
力发展创新项目 ，开拓供应链 、区块
链金融合作新模式 ， 满足供应链场
景下各类客户的线上化融资和结算
需求 ， 为湾区优质企业及下游经销
商赋能 。

切实减费让利， 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

数据显示，上半年 ，民生银行广州
分行共为 4277 户小微企业发放利率
优惠贷款 ，发放金额合计 139.2 亿元 ；
对 5867 笔小微信贷办理免还本续贷
转期服务，转期金额 130 亿元。 在给予
小微贷款客户阶段性优惠利率 的 同
时 ，该行还制作并发放了 “企业复工
利息券 ”， 进一步为小微客户降低融
资成本 。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8 月 26
日，A 股指数震荡下行，收盘创业板指跌
逾 2%，深成指和沪指跌超 1%，两市个股
普跌。 虽然题材概念半导体和券商等集
体走弱，但不影响机构关注和增持的热
忱。 数据显示，6 月以来至今，13 家公司
芯片概念股机构资金净流入超亿元。 在
昨日举行的 2020 世界半导体大会上，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于燮康表
示，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上半年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产品销售
额达到 3539 亿元，同比增 16.1%。 有分
析人士表示，长期看好中国芯片国产化
的发展。

芯片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是
集成电路的载体。 在 A 股市场，业绩向
好的芯片概念股会获众多机构青睐，并
上调业绩预期。 据同花顺数据， 截至 8
月 26 日， 已公布 2020 年上半年业绩的
1677 家上市公司中，1106 家净利润同比

增长， 净利增幅超 100%的个股有 290
家。其中，芯片概念中已有 108 家公司公
布了中报， 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有 60 家，
占比为 55.6%， 其中净利润增幅翻倍的
个股中，综艺股份、韦尔股份和晶方科技
位 居 前 三 ， 增 幅 分 别 为 1579.05% 、
1206.17%和 623.97%。

从中报净利润来看， 净利
过亿元的 38 家公司中，大华股
份以 13.69 亿元居首，净利润同
比增长率为 10.50%。 韦尔股份
净利润为 9.9 亿元， 同比增长
1206%。 值得一提的是，韦尔股
份于 2017 年 5 月上市，上市以
来，公司股价从 10.11 元一路狂
飙至最高时的 252.8 元，股价较
发行价涨超 25 倍。

业绩向好的芯片概念股受
到机构资金的青睐，6 月以来至
今 ， 京东方 A 资金净流入达

105.49 亿元， 沪硅产业净流入 32.77 亿
元，睿创微纳 17.92 亿元。 此外，也有不
少优质芯片股获得众多机构上调业绩预
期，例如紫光国微被中信建投、国泰君安
两家券商上调了该股目标价。 中信建投
给予紫光国微目标价为 146.3 元， 国泰
君安给予目标价为 176.25 元。

海底捞上半年巨亏 9.65亿 无阻扩张脚步

［ ］8 月 25 日晚间，海底捞因“七夕”聚餐人数陡增，排号系统出现异常登上热搜。 但七夕生意的火爆，并不能掩
盖海底捞当天交出了一份糟糕的业绩成绩单，上半年巨亏 9.65 亿元，而去年同期是赚了 9 亿元。 另一家在港上
市的餐饮集团九毛九受疫情影响，同样录得近 1 亿元亏损。同是亏本，两大餐饮巨头应对政策却大相径庭，海底捞
继续扩张，新开门店达 173 家，九毛九则选择关闭除广东、海南外的餐厅收缩成本。 ■新快报记者 陆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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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产业保持快速增长 机构青睐龙头股

芯片概念中报净利增幅居前股(截至 8 月 26 日)
� � � �股票简称 现价 营收 净利同比 净利润

(元) � (亿元) � � �增长率(%) (万元)
综艺股份 6.48 2.19 1579.05 20775.96
韦尔股份 169.60 80.43 1206.17 99009.59
晶方科技 73.12 4.55 623.97 15605.71
海信视像 14.68 159.01 488.09 36582.31
波导股份 4.60 1.27 464.77 2712.79
睿创微纳 78.51 6.93 376.70 30838.02
博创科技 53.10 3.38 339.36 2677.34
*ST 晨鑫 2.18 0.13 299.42 202.29
北斗星通 57.25 16.03 248.29 6422.50

来源：同花顺

格兰仕拟 24.45亿元收购惠而浦 61%股份
惠而浦昨复牌股价一字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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