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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伊利股份、中国平安分
别以 57.93 亿元、50 亿元的回购规模
夺得年内回购排行榜的冠亚军，伊利股
份更是创下了 A 股史上“最壕”回购，
中国平安目前已经触及百亿元回购计
划的下限 50 亿元。

此外， 美的集团继去年年底近 40
亿元的股票回购后， 又于今年 2 月抛
出一份上限为 66 亿元的回购计划。 招
商蛇口、美的集团、陕西媒业、中联重
科、世纪华通、分众传媒、巨人网络、恒
力石化等回购额也均超过 10 亿元。

根据公告，上述公司回购多用于员
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股票回购绝大多数
都以公司自有现金支付。 业内人士认
为，大手笔开展回购也侧面反映了上市
公司现金流稳健，盈利能力稳定。

12 月 4 日，武汉凡谷发布公告称，
回购累计耗资近 4000 万元，已经完成
回购，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股票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述存放于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回购股份不享有股
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事实上， 从三季报中已经看出，多
家上市公司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经
进入了公司的前十大股东。 三季度报统
计数据显示，在 605 家已进行股票回购
的 A 股公司中，138 家上市公司的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已进入公司前十大股东。
其中，格力地产、远兴能源、连云港、金
鹰股份、冠城大通、百利电气 6 家公司
的相关账户更是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却年内大手笔的回购创下纪录
外，近期市场也开始关注回购食言的上
市公司。 iFind 数据显示，今年内共有
16 家上市公司停止回购， 从公告中来
看，原因市场环境变化，不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成为主要原因。如齐翔腾达
发布公告称因投入新项目需要资金拟
终止股份回购计划，截至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仅回购 1.7 亿元。

同时，也有一些公司零回购获得市
场批评声音，认为上市公司以回购“做
秀”应严惩，如爱康科技于今年 3 月份
披露 1.5 亿 -3 亿元份回购股份的计
划，不过回购尚未开始便于今年 10 月
提前终止计划。

“整个中国市场消费在升级，高
端系统门窗是一个消费升级的产品，
是家居行业发展最快的领域。 ”全国
工商联家居装饰业商会执行会长张
传喜在旗舰店启动仪式上表示，一方
面， 改革开放 30 年来所增加的大量
建筑，门窗的品质和使用寿命到了一
定年限， 无法与现在的系统门窗相
比， 正面临着一个被逐渐替代的过
程； 另一方面精装修已是大势所趋，
系统门窗在成本与性价比上也具备
一定的制造优势和竞争力。

对于凤铝铝材进军高端系统
门窗领域，张传喜认为，将提升整
个行业的制造水平，“以前的企业

规模都很小，刚刚起步，产值不高，
实力上差一点，因此投入研发资金
有限”。 他说，在未来更多有实力的
企业会投入更大的研发资金。“系
统门窗虽然是市场发展的规律，但
目前零售成本还比较高，消费者使
用的消费资金大约要 8 万 -10 万
元起步。 ”而凤铝等龙头企业进入
这一领域，可以推动整个行业进入
规模化生产， 从而将成本控制下
来，消费者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好的
产品。 张传喜还表示，除了控制成
本，随着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大型企
业进入这一领域，系统性高端门窗
在未来产业配套会越来越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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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沈钊
11 月 26 日， 羊城

晚报联合饿了么发起“孝心长
照之给爸妈点餐”的号召，并同步开
启“寻老年锦鲤，饿了么包全年饭票”
的征集活动， 这在微博引发讨论热潮。
一大批网友发布远距离点餐截图，分享自
己用饿了么给父母点餐、送生日蛋糕的经历
和故事， 不少令人泪目。 在网友的热烈参与
下，使用饿了么、口碑等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远距离尽孝的话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为何这些点餐截图会引起热议？ 这
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羊晚记者
和留言网友取得联系， 追踪藏在一

张张截图和故事背后平凡真
实的感动。

A 股回购金额逾千亿元
中国平安触及百亿回购计划下限 50 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年内 662 家公司发
布涉及回购的公告、108
家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另
有 16 家上市公司宣布停
止回购……随着近期上
市公司扎推披露股份回
购实施的“成绩单”，同花
顺 iFind 的数据提示，截
至 12 月 4 日，108 家公
司回购完成，砸下真金白
银创下了近年来 A 股最
强“回购潮”。

iFind 数据显示， 今年前 11 个
月共有 605 家公司实施了回购操
作，合计回购金额为 1063.66 亿元，
远超去年。 公开数据则显示，2018
年共 520 家上市公司合计回购金额
为 451.22 亿元。 而上一次的回购高
潮是在 2016 年，287 家 A 股公司合
计掏出了 109 亿元实施回购。

上市公司为何选择回购？ 事实
上，增持、回购、分红等被认为是 A
股上市公司纷纷祭出“护盘”大招。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上市公司回
购某种意义上更是彰显对于自身的
信心，对于修复市场情绪作用明显。

而今年上市公司“井喷式”推出
回购计划， 除却稳定市场情绪外，更
有着政策的助推。 今年的 1 月 11
日，沪深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对上市公司回购
亦有相应的要求，比如上市公司应当
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并在
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
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上限不
得超出下限的 1 倍。 同时，回购后再
融资时间间隔限制取消。

由于公司回购有着提升股价的
预期， 加上政策面对于上市公司回
购有较大鼓励。 彼时已经有研究报
告建议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的回购
机会。

年内大手笔回购案频现

年内回购金额
逾千亿元

唐志顺 画

迎消费转型升级
凤铝高端系统门窗旗舰店应势起航 文 / 程行欢

鲜花吐蕊，彩带飘扬。 日前，以“致敬美好 开启未来”为主题的凤铝高端系统门
窗总部旗舰店启动暨加盟签约仪式在佛山隆重举行，全国工商联家居装饰业商会执
行会长张传喜、广东省门业协会执行秘书长饶德亮、凤铝铝业常务副总经理刘志铭
出席启动仪式，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凤铝高端系统门窗经销商代表共同见证了凤铝
高端系统门窗旗舰店的隆重启动。

“感受一下， 凤铝产品的
隔音性能好，表面处理工艺也
很好！ ”

“看了一下展厅，我觉得凤
铝产品的系统性能都不错！ ”

一早便来到旗舰店参观
的经销商们对凤铝高端系统
门窗产品啧啧称赞。

客厅、厨房、卧室、书房等
生活空间一应俱全， 趋势化、
智能化产品巧妙地分布于各
空间中，品质化的生活气息迎
面而来。“完全的体验式空间
设置，很能抓住现代消费者的
眼球。 ”凤凰网记者这样表示。

当天上午 10 时， 随着央
视主持人的倒数声，凤铝高端
系统门窗旗舰店在众多嘉宾
的期待中正式启动。“凤铝作
为行业的领军企业，紧跟市场
趋势，开发出的高端系统门窗
产品，满足了人们对品质生活
的需求，有凤铝的综合制造实
力，凤铝高端系统门窗一定会
带动整个系统门窗行业的发
展。 ”全国工商联家居装饰业
商会执行会长张传喜在致辞
时表示。

黑白灰的主色调 ， 全性

能、窄边框的趋势产品，轻盈
高端的体验式空间，新展厅处
处彰显着凤铝的用心与细心。
“门窗作为家居空间的必需
品， 品质和风格同样重要，凤
铝高端系统门窗以‘航天品
质’为承诺，风格契合了现代
人对简约与品质生活的追求，
给业界带来了惊喜。 ”广东省
门业协会执行秘书长饶德亮
在接受采访时说。

带着对凤铝生产实力的
期待，当天上午，经销商代表
一行来到凤铝三水基地参观
交流。 在凤铝三水展厅，大家
对凤铝 30 年发展成果和取得
的一项项荣誉赞叹不已。 在生
产车间， 井然有序的生产秩
序、严格的功能分区、排列整
齐的新产品，让大家感受到了
凤铝的现代与管理的精细。

体验式店面引关注

“上午的参观和交流，让
我感受到了凤铝的实力，让我
很有信心。”当天下午，签约仪
式还未开始，经销商代表们便
对加盟凤铝表现了十足的兴
趣。“凤铝好品质， 中国好门
窗，加盟凤铝准没错。”现场第
一个签约经销商在接受采访
时吐露了这样的心声。

凤铝铝业常务副总经理
刘志铭表示： 凤铝高端系统
门窗总部旗舰店， 为凤铝高
端系统门窗全国专卖店的落

地提供了样板， 我们会借助
旗舰店的启动， 进一步加大
市场开拓力度， 按照“开一
家、成功一家”的思路，对各
专卖店的运营给予全方位扶
持，让经销商迅速打开市场。

据了解，大家抢着加盟凤
铝， 不仅源于凤铝的品牌效
应，更在于凤铝高端的品牌定
位和适应市场趋势的产品。 凤
铝还拥有覆盖央视、 卫视、电
台、高速公路、互联网等全方
位、立体化的广告体系，并借助

社交媒体、数字媒体、社区媒体
等新媒体为经销商提供多种形
式的支持。“凤铝商学院”专门
开发了针对高端系统门窗的培
训课程，为专卖店提供从建店、
开业到市场运营等系统化、完
整的运营支持， 让经销商有信
心、有能力赢得市场。

“航天品质 将门窗做到
极致”，我们期待凤铝高端系
统门窗在满足人们高品质生
活需求， 助力美好生活的道
路上越发精彩。

传统门窗行业已经发展了 30
多年，高端系统门窗成为一个行业
突破的共同趋势， 一些玻璃厂商、
配件厂家、 家居厂家也开始涉足。
但总的来说，都是在满足消费者不
断升级变化的需求。 随着消费者生
活水平提高， 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个性化也越来越明显。 广东凤铝铝
业有限公司高端门窗事业部科研
所所长黄景石认为， 在消费趋势
上，不同城市、区域环境的客户要
求都不一样：“比如北方对保温性
能要求比较高，华南对保温要求不
高，但有台风和雨季，因此对水密、

抗风压的要求比较高，我们会针对
不同环境给消费者‘定制’方案。 ”

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黄景石
认为，集中在环保、智能与安全上。
他表示，凤铝已与很多科研院校建
立了合作关系，用以提供强大的研
发技术支持，“仅我们所就有 20 多
名工程师”。

由于建筑行业是高能耗行业，
整个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 30%，而
门窗占建筑能耗的 50%。 因此，凤
铝将紧跟国家政策，研发高性能低
能耗的系统门窗，如研发方向包括
了被动门窗、零能耗门窗等。

加盟凤铝要抢着来

带动行业整体升级

注重环保智能安全

经 销 商
代表参观凤
铝三水基地
展厅

经销商代表参观凤铝三水基地合影

仪式启动现场

仪式启动中

点外卖、送蛋糕……远距离尽孝成热门话题

羊晚记者寻访订单背后的
孝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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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父母尝试新事物
让距离拉近一点

王钦妍是一名典型的吃货“90
后”，是饿了么的铁杆粉丝。 每当家
里不想做饭的时候， 不会做饭的王
钦妍就会给父母点外卖。“我要让他
们在健康的时候能和我一起品尝更
多的美味，感受更多的美好。 ”王钦
妍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今年以来王钦妍已经给
父母点了数十次饿了么外卖，除了满
足日常用餐以外，还经常创造节日惊
喜：如在王妈妈过生日的时候，王钦
妍用饿了么给母亲点了草莓蛋糕，并
备注写上“妈妈生日快乐你比草莓
甜”；情人节那天，王钦妍替父亲买花
送给母亲，备注写上“你比花儿美”，
给父亲增添浪漫助力。 她直言，给父

母点外卖，写外卖备注感觉就像写明
信片一样，寄托了自己满满的心意。

“今年8月初，父母在西藏旅游，
我因为工作没办法陪同。 ”“90 后”
裴小姐告诉记者，由于团餐过于简
单，她提前和父母商量，给他们点了
一份牦牛肉火锅，这也是裴小姐第
一次给父母点外卖。 外卖送到之
后，裴小姐的母亲拍照给了女儿，说
火锅特别香。“而我爸只顾着吃
了”， 裴小姐笑着说。

送到病床边的温暖
弥补“缺席”的遗憾
对一个家庭来说， 疾病是重大

考验之一。 很多年轻人因为距离、时
间等原因， 没有办法照顾卧床长辈
的三餐， 外卖便成了他们尽孝心的
一个方式。

今年 39 岁的张先生是一名广
州上班族，从去年年底到今年 5 月
份， 他一直使用饿了么为卧病在
床、年过八旬的父亲点外卖。“若我
自己去送餐，路程遥远又要耽误不
少时间 ， 所以我提前和老父亲商
量，给他点外卖。 ”张先生表示，他
已经给父亲点了不下 100 次外卖，
点外卖不仅方便了自己，更重要是
的能让病床上的父亲能够吃上热
乎乎的饭菜。

还在上大学的鲍澳也有和张先
生同样的经历。 今年 10 月，还在外
地读书的鲍澳， 突然接到父亲因病
住院的消息， 而母亲因故也不能前
去照顾。 他担心父亲在医院吃不好，
决定给父亲点外卖。 尽管父亲此前
多次说没必要点外卖， 他还是悄悄
下了单，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一份
饺子还有一束花送到父亲病床上。

“视频的时候，父亲一开始还指
责我不该点外卖。 ”鲍澳笑着对记者
说，“最后就说我点的花很漂亮。 ”最
后父亲终于承认， 鲍澳点的外卖比
医院配的饭要好吃。

生活方式在变爱却不变
距离挡不住亲情

除了子女远距离地为父母叫外
卖，记者还发现，父母为孩子叫外卖
的情况也不少见。 王小姐就向记者
分享了母亲为自己叫外卖的故事。

那时候，王小姐刚出来工作，因
为手头资金有限， 就租了一个比较
偏远的房子。 搬家那天，王小姐折腾
到了凌晨， 累得不行的她发了个朋
友圈。 结果，消息刚发出去不久，王
小姐便接到了妈妈的电话：“一个人
搬家肯定很累， 妈妈给你点了个外
卖，补充一下体力，吃完早点休息。 ”
原来，王妈妈知道她今天搬家，便一
直没休息等着她搬完， 还给她点外
卖补充体力。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从来都是
10 点准时睡觉， 也不吃外卖， 她以
前是那么‘养生’的一个人，结果为
了我，她什么都可以接受。 ”王小姐
表示， 从未想过自己随口一提的一
句话， 会让妈妈在某一天的凌晨三
点睡不着，还惦记自己吃饭了没有。

时代一直在变， 而联系父母与
子女之间的爱意纽带却始终没有变
过。 不管是子女辈还是父母辈，都
能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中找
到关联互动方式， 表达自己对家人
的关心， 追寻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美
好生活。

11 月 19 日，阿里本地生活服务
公司正式发布“新服务”战略，阿里
巴巴集团合伙人、 阿里本地生活服
务公司总裁王磊表示：“新服务给消
费者带来的， 是生活方式前所未有
的升级。‘小时达’的商超货品，凌晨
随叫随到的急需药， 分钟级送到嘴
边的热乎餐品……当逛饿了么口
碑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当骑手
小哥成为链接社区与服务
的纽带，城市生活正
越来越美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