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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基金均顶格申配

12 月 1 日，邮储银行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8
家战略投资者名单揭晓。 公告显
示， 邮储银行此次 A 股 IPO 网
下 投 资 者 最 终 获 配 约 12.9 亿
股，其中 70%的股份将于上市后
锁定 6 个月。

其中， 邮储银行此次 A 股
IPO 战略配售对象共包括 8 家战
略投资者，合计认购股数约占“绿
鞋”行使前发行总量的 40%，占比
高且均有 12 个月锁定期。

公告的 8 家战略投资者中，华
夏基金、嘉实基金、汇添富基金、易
方达基金、招商基金及南方基金这
6 家战略配售基金首次全部参与
配售并顶格申配。另外两家战略投
资者分别为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
组合及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 这 6 只战略
配售基金成立于 2018 年 7 月，是
一种封闭期为 3 年的 LOF 基金，
以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为主要投资

策略。 此前，6 只战略配售基金在
A 股主板仅投资了中国广核、中
国人保两个 IPO 项目。 其中，中国
广核 IPO 中 5 只战略配售基金进
行了认购，中国广核上市即迎来 4
个涨停板； 中国人保 IPO 中，4 只
战略配售基金进行了认购，中国人
保上市后即迎来了 5 个涨停板。

此外，养老金、企业年金、职
业年金机构投资者也在公告中

“现身”。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
银行、“三桶油”（中国石油 、 中国
石化 、中海油）以及三大电信运营
商（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
信） 的企业年金计划均参与申购
并获配。 中国邮政、南方电网、宝
武钢铁、中国远洋、银河证券、国
泰君安、 华泰证券等的企业年金
计划也参与申购并获配。

十年来首次引入绿鞋机制

为何在近期银行股不受市场
待见之时， 邮储的 IPO 引来了众
多机构投资者的认可？ 从招股书
来看，2016 年至 2018 年，邮储银
行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7.57%， 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 14.76%， 均大幅领先可比同
业。 与此同时，邮储银行近年来分
红比例逐年提高，2018 年度已经
达到 30%。

此外， 根据邮储银行发布的
A 股招股说明书对全年业绩预计
的披露，预计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2766.55 亿元至 2792.65 亿元，同
比增幅约为 6%至 7%；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581.80
亿元至 592.26 亿元，同比增幅约
为 16.55%至 18.64%。

值得留意的是， 在 11 月 27
日网上路演中，邮储银行表示，此
次 A 股上市设置了“绿鞋”机制，
即在新股发行后 30 天之内，如果
股价出现波动， 出现低于发行价
的情况，“绿鞋” 机制将为投资者

提供相应的保护。 这也是 A 股历
史上近十年来首次“绿鞋”安排。

“作为后市价格稳定的有效支
撑手段，邮储银行本次上市引入了
‘绿鞋’ 机制， 意味着新股上市后
30 天的稳定期内， 如股价因市场
波动出现低于发行价的情况，承销
商将从市场上买入股票，稳定二级
市场价格，这是近期发行的银行股
所没有的。 ”此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黄朝晖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 此前在 A 股
历史上，仅有工行、农行、光大等
三单在发行过程中为了应对市场
波动，引入“绿鞋”，这三家发行人
在“绿鞋”行使期内股价均表现良
好，平均股价涨幅超过 10%。

近日， 滴滴发布全新拼车产
品,呼叫快车时可选择“接受拼
车”。此外,在拼车独立页面，用
户需提前发单,“拼成出发”。两
种拼车功能分别针对追求时效
和高性价比的两类用户人群。

呼叫快车时可拼车

2015年年底，滴滴在快车基
础上发展衍生产品“滴滴拼车”,
共享车上座位,分担车费、降低
出行成本。用户选择“拼车”,滴
滴将根据时段、 交通等综合情
况,估算“一口价”,大多在快车
价格的8折-9.5折之间, 下单时
就已确定。

记者注意到,在滴滴打车软
件的呼叫快车页面, 输入出发、
到达地点后,下方会出现“接受
拼车”的选项,拼成一口价,价格
远远低于呼叫快车的费用,而未
拼成将按照快车实时计价。这改
变了此前是否拼车成功都是“一
口价”的收费模式。

而大多数用户熟悉的独立“拼
车”入口,在拼车独立页面上也做
出改变。进入拼车页面后,用户需
提前选择出发时间, 提前下单,匹
配成功拼友才能叫车。根据页面显
示,“拼成出发,人人5折”,即拼车

成功后,享快车预估价5折。
滴滴拼车总经理盛克华解

释称, 新拼车适用于两类人群,
可分别满足时效和高性价比的
用户需求。 若用户想快速出发,
可在快车页面勾选“接受拼车”
再发单,空车和已接到拼友的载
人车都能接单,从而在排队打车
时帮助用户更快出发。

若用户想要“拼成一口价”
的拼车优惠,可在拼车独立页面
提前发单,便于系统积攒一定数
量的拼车需求,从而提高拼成概
率和顺路程度。

拼成出发价格更低

目前, 快车页面的“接受拼
车” 和拼车独立页面的“拼成出
发”均已在广州上线。记者12月1
日打开滴滴出行软件, 在快车页
面输入“羊城创意产业园”到“广
州东站”, 页面显示全程8.4公里。
若选择快车,优惠券抵用6.72元后
的价格是26.9元;在快车页面选择

“接受拼车”, 拼成一口价显示为
20.2元,约为快车价格的7.5折。

在拼车独立页面,从“羊城
创意产业园”到“广州东站”,1人
“拼成出发”的“一口价”价格是
16.42元, 为快车预估价32.84元

(不含优惠券抵扣 ) 的5折。 相比
较,在拼车独立页面的“拼成出
发”比快车页面的“接受拼车”价
格更低,更优惠。

值得注意的是,若在拼车独
立页面拼车,用户需选择出发时
间,在所选出发时间内系统会持
续寻找拼友。 记者于12月1日15
时15分选择用车时间,点击随时
出发,页面显示“现在-15时30分
随时出发”;若选择“15时40分”,
页面显示“前后5分钟”出发,即
在15时35分-15时45分出发。因
出发前未找到拼友将无法派车,
想要拼车成功的用户需提前下
单,付出一定的等待时间。

为什么“拼成出发”价格更低?
盛克华表示,此前,拼车成功与否
都是“一口价”,然而,这个价格不
够低,跟快车比较接近。因此,“未
拼成” 其实仍承担较大的成本,导
致“拼车成功”能够获得的回报偏
少,“用户在等待过程中的拼成率
迅速提升,因此价格更低”。

有业内人士分析,拼车新规
执行后,滴滴对拼车的补贴大幅
降低, 乘客拼车积极性也会更
高,平台收入有望提升。此外,拼
车更接近共享经济的理念,遵循
市场规律寻求盈利,企业才能可
持续发展。

最近几个月沪指表现平淡，没
有大波澜。 从 8 月 26 日低位 2849
点开始到 11 月底止， 沪指经历了
64 个交易日，振幅只有 6.80%。

8 月 26 日这天有两个现象值
得注意：一是产生了缺口，这次长
时间盘跌也许就是要回补这个缺

口， 现在这个缺口已经回补完成；
二是那天低位在 2849 点， 与 2014
年低位 1849 点正好上涨 1000 点。

从大尺度时间周期来看，大盘
当前点位离过去 10 年期底部，也
就是 2014 年上一轮牛市前的底部
1849 点仍有约 1000 点水平， 但如
果回到那里，将还有 36%的下跌距
离。 从历次大牛市后的底部看，还
从未出现过低于上一轮牛市前底

部的情况，除非这次例外。
如此看来， 即使出现例外情

形， 指数的风险空间也就这么大
了。 但是这样的极端行情，相信需
要发生金融风暴级事件才有可能

出现的。 而且，2008 年的金融风暴
也未能让沪指回到那一轮牛市前

的底部 998 点。
如果可以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当前沪指的大风险就基本表
明不存在了。 更何况今年的可见底
部 2733 点仍显示有支撑。 尽管指
数表现较为低迷，但实则市场暗流
涌动。 正如北上资金大量注入，并
创下历史以来新高， 还有科技股、
周期股等活跃度上升等。

当下，我们需要关注的或不应

是还有多大风险的问题，而是行情
何时反身向上的机会更好。 毕竟，
看不到系统性危机出现的苗头，充
分调整过后，将意味着后市上涨的
机会更多。

风险不应在低位评估。 低位
时，即使机会还未出现，但那也不
是大风险出现之时，大风险只能是
涨出来的。 所以，我们应很清晰地
意识到，行情还未出现大涨哪来大
风险呢？ 如果说当前有风险，那也
只能是行情的振荡风险，只要恒久
忍耐， 这样的风险也能自然化解，
不至于频繁止损而导致血本无归。

跟随大势、寻找已跑赢大盘的
股票， 也许是当下最值得关心、研
究与行动的事。 （赵穗川）

邮储银行发行受到热捧
6 家战略配售基金首次全部参与配售并顶格申配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渝农商行上市首日未能封死涨停、 浙商银行上市首日破发，
近期上市的两只银行股表现惨淡，令市场格外关注邮储银行上市
配售情况。 作为十年来 A 股规模最大的 IPO，邮储银行的配售情
况如何？ 随着上交所发布的公告，8 家战略投资者名单揭晓，其中
6 家战略配售基金首次全部参与配售并顶格申配， 社保基金组
合、央企投资基金也参与其中且首次齐聚等多个亮点，机构投资
者对邮储银行投资价值的认可让其 IPO 备受市场期待。

省时间还是省钱，
网约车拼车方案怎么选？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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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MSCI 开启 A 股
年内第三次扩容。泰达宏利基金表
示，今年中国市场似乎受到了外资
的格外青睐，显示出国际投资者对
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在市场整体
态势向好的情况下，泰达宏利基金
前 11 月也实现了“小丰收”，尤其

是其权益产品， 截至 11 月 26 日，
在同期混合型产品收益率 30.73%
的情况下，泰达宏利共有 5 只混合
型基金收益率超 50%； 在同期主
动股票型产品收益率 36.71%的情
况下，泰达宏利共有 2 只主动股票
型基金收益率超 50%。

日前，2019 雪球嘉年华活动
盛大举行。上投摩根基金总经理王
大智参与了本届嘉年华活动，并发
表主题演讲。

王大智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引擎，A 股目前在全球
市场具有显著的估值优势，无论是

横向还是纵向比较，均处于相对低
位。而 A 股高增长与低相关兼备的
特点，使得配置 A 股有助于降低外
资全球资产组合的波动性。 来自全
球范围内的外资已经开始做多中
国，对 A 股的投资逐年增加，已成
为国内市场三大机构主力之一。

艾青是我国的著名诗人，他
的作品脍炙人口，例如《我爱这土
地》中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 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非常有影响力。

但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诗人
也曾因中风顽疾长期卧床， 无法
进行创作。1988 年，奇星公司正式
推出了华佗再造丸。 当时任公司
党委书记的刘丙辰同志是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 听说艾青深受中风
顽疾折磨，心急如焚。

随后，刘书记通过广东诗人野
曼牵线， 向艾青赠送了华佗再造
丸。 而在此之前著名作家柯岩女
士也因患脑血管疾病， 左胳膊难
以抬起， 服用华佗再造丸不到两
个月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所以
她也热情的推荐艾青服药。

艾青服用了华佗再造丸后，中
风顽疾逐步消除。 到了 1992 年，
已基本治愈，不仅能下地行走，还
能自如地握笔写字作诗。

1993 年 10 月，当时奇星制药
厂的领导去探望艾青。 艾青感慨
地说：“你们那个药， 真是雪中送
炭啊！ ”

为表达对“华佗再造丸”的感
激之情，艾青欣然提笔，为奇星题
字“造福人民”，成了广为流传的
一段佳话。

奇星药业最早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上百年前的岐生堂制药作坊。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成药工
商业实行公私合营。1956 年，奇星
公司前身岐生堂制药厂由岐生
堂、岐寿堂、何世昌、何家园等 14
家私人中草药铺和作坊合并而
成。 合并前， 这些老字号独自生
产、经营、销售，主要加工本地药
材， 制作成丸散膏丹， 临街是门
市，后屋是作坊，品种以白凤丸、
七厘散、保安丹、补肾丸、益母丸、
回春丹等为主。

随后制药厂又经过了多次兼
收合并，1981 年，根据岐生堂的谐
音“奇星”，改名为广州奇星药厂。

而说起华佗再造丸与奇星药
业的渊源 ， 就不得不提一个家
族———冉氏家族。

冉氏家族来自于四川省芦山
县， 世代为医， 从乾隆到咸丰年
间， 连续五代人都是宫廷御用太
医。 华佗再造丸的处方就是来源
于冉氏家族的祖传秘方， 是该家
族经过 200 多年时间不断完善所
得的经典名方。

上个世纪 80 年代， 冉氏家族
第七代传人冉小峰先生将“华佗
再造方”无偿献给了国家，国家科
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其列

为保密处方。 该方较为独特，它完
全摒弃了中医治“风”总离不开使
用动物药的习惯， 采用了纯植物
药组方，既能治疗缺血性中风，又
能治疗出血性中风， 同时避免了
动物药的所有缺点， 是高效治疗
中风的优秀配方。 为了探索该配
方的奥秘，它被列为国家“六·五”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同时期，在老厂长朱柏华的带
领下， 奇星正在热火朝天地推进
科技创新，聚集力量研发新品。 奇
星并没有选择传统热销产品，而
是力排众议选择了当时还在攻关
阶段、尚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华佗
再造丸”。

科技兴企，制药求精。 1988 年
3 月奇星公司终于完成了华佗再
造丸的所有研制及试验工作，攻
下了这一国家科研课题， 成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家获
得中成药国家级攻关项目专利权
的企业。 也在这一年，华佗再造丸
实现了批量大生产，热销全国，为
奇星公司在 1992 年到 1994 年间
利润跃居广州同行业第一、 创税
过亿的辉煌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华佗再造丸不仅是奇星科研
团队的劳动成果， 更是国内顶尖
专家的智慧结晶， 它既继承了传
统古药精髓， 又吸收了现代制药
技术精华，是古方换新颜、古药飘
新香的又一经典名药代表。 ”张春
波董事长指出。

2018 年白云山年报显示，华
佗再造丸去年共销售了超 600 万
盒。 华佗再造丸不仅为国内的中
风患者带来希望， 也在国际心脑
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用药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数据显示，目前华
佗再造丸出口已覆盖全球六大洲
29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俄罗
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加拿大、韩
国、泰国、越南、巴西、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 其中，在俄罗斯，中
国的“华佗再造丸”几乎是家喻户
晓。 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的边缘
地带,那里气候寒冷，人们喜欢喝
烈酒，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因而成
为华佗再造丸的热销地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医

学理论体系的不同， 中成药在出
口海外时往往只能以保健品、食
品的身份摆上货柜， 但华佗再造
丸却是少数真正实现以药品出口
的中成药。 该产品已率先进入越
南国家医保药物目录、 获得俄罗
斯药品注册永久批文、 也是第一
个正式取得韩国进口药品注册批
文的治疗中风的中成药。

为何能做到这样？据张春波董
事长介绍， 奇星通过多年来的经
验积累， 总结出了中医药产品国
际化发展的“五大战略”———近邻
战略、认证开路、营销本土化、科
技国际化接轨和文化输出。

“奇星优先向俄罗斯等地缘接
近的国家和区域进行产品投放。
这类国家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
高。 以它们为窗口推动中医药产
品走出国门是最佳选择。 ”张春波
董事长介绍， 在确立近邻战略之
后，中成药要打入国际主流市场，
还要获得当地官方机构的认可。
因此， 奇星在提高产品质量和科
研含量的前提下， 在全国率先采
用第三方国际认证的方法， 积极
与国际医药市场接轨。

奇星药业还主动与多国医学
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探索尝试用现
代医学方法与科技来阐述中药药
理，加快对华佗再造丸进行循证医
学研究，严密的“药品变态反应特
性评估”“免疫毒性作用评价”“生
殖毒性研究”“对诱变性和潜在的
致癌活性研究”等一系列毒副作用
研究， 助力华佗再造丸在 2010 年
获得俄罗斯永久性药品批文。

此外，近年来的二次开发研究
结果还表明， 华佗再造丸不仅能
防治脑卒中， 同时对于防治老年
痴呆症也有一定的疗效。

2011 年奇星药业被国家商务
部评为“中华老字号”企业， 2015
年“奇星”商标更被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

奇星药业具有以心脑血管药

物为主， 儿科用药为辅的产品优
势，拥有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
剂、散剂、合剂六大剂型近 75 个
品种，虚汗停颗粒、益妇止血丸两
个产品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 新雪颗粒和猴枣牛黄散是全
国中医院急诊科必备中成药，产
品行销国内外市场。 近年来，在巩
固并提升华佗再造丸的国内以及
海外市场影响力的同时， 奇星药
业也在加快向儿药市场进军。 由
于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 其药品
的研发需具备更高的专业知识及
技能，有时候“吃力不讨好”。 在这
个并“不看好”的儿童药品市场，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 奇星药业
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多年的历史沉淀，奇星积累了
丰富的优秀儿科药资源。 以虚汗
停颗粒为代表， 该产品以宋代著
名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
牡蛎散为基础， 由奇星科研人员
与国内多家医药院校的专家合
作， 重新合理组方并运用现代工
艺精制而成，是治疗儿童体虚，汗
症的良药。

“我们将继续实施‘一品一星’
的产品发展战略，双管齐下，巩固
以华佗再造丸与虚汗停颗粒为首
的产品结构， 同时加强科研投入
和人才梯队建设， 推动中医药文
化的海外传播。 ”张春波董事长表
示，奇星药业作为广药旗下企业，
将紧抓机遇， 充分运用政策扶持
和地缘优势等资源进一步提高产
品质量标准在海外的认可度，乘
风破浪， 积极推动华佗再造丸以
及公司其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更
大面积的覆盖， 让世界上更多的
人认识中医药魅力。

科技兴企 制药求精
奇星药业在国际市场唱响中医药文化

“你们那个药，真是雪中送炭啊！ ”———这是 1993 年著名爱国
诗人艾青在为奇星制药厂题词时发出的由衷感慨。

艾青口中的 “那个药”，指的正是白云山奇星药业的明星拳头
产品“华佗再造丸”。 自 1988 年批量生产以来 ，华佗再造丸不仅造
福国内广大中风患者 ，跟艾青 、柯岩等名人名家结下不解之缘 ，更
是行销海外 ，进入越南 、俄罗斯 、韩国等国 ，在国际心脑血管疾病
预防和治疗用药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华佗再造丸扬帆出海的背后，是奇星公司在继承古药精髓基
础上吸收现代制药精华的创新体现， 也是企业在推行国际化战略
成效上的有力证明。 奇星药业董事长张春波表示， 公司将继续把
华佗再造丸打造成国际知名品牌 ，同时通过实施 “一品一星 ”、“科
技兴企 ”等战略 ，做好重点产品二次研发及新产品的开发工作 ，培
育虚汗停颗粒等儿童药明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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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
诗人艾青的“华佗再造”佳话

传承
百年企业 “撞上 ”经典名方
推陈出新

出海
近邻战略+认证开路助力
开拓国际市场

展望
“老字号”双管齐下培育
儿药品种

诺贝尔奖获得者穆拉德莅临

奇星指导华佗再造丸开发研究

华佗再造丸中外名家专家学术研讨会

著名诗人艾青为奇星题字“造福人民” 时尚中药 虚汗停颗粒

上投摩根王大智：
把握核心资产与崛起大势

泰达宏利前 11月获“小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