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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研报做出预测

风波来源于国信证券的一则研
报。

上周开始，大白马股美年健康
（002044）连续5日暴跌，股价一周跌
逾29％，市值缩水近200亿元。不少

市场人士猜测，此番暴跌和阿里减持
以及上市公司业绩不达预期有关。

对此，11月6日国信证券研究所
医药行业小组发布的研报——《美年
健康：大跌事出有因，探寻阿里战
略》。该报告在正文部分对爱康国宾
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进行了评论。

分析师在研报中称：“近期美年健
康的剧烈回调我们估计与关键股东的
减持有密切关系。根据我们的分析，
我们猜测潜在原因可能在于阿里系规
避成为控股股东并被迫启动解决同业
竞争问题和注入爱康国宾的过程。”

分析师还指出：“考虑到新冠疫苗
上市临近，新冠疫情冲击影响边际向
好，无论是对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资金需求压力还是对美年健康本
身经营状态的后续展望均逐渐改善。
因此我们认为仅仅根据少量减持，当
前即认定阿里投资‘健康中国’的战
略发生变化，过于草率。”

爱康国宾否认合并

这份针对阿里减持引发美年健康
暴跌的分析报告“惹怒”了爱康国宾。

11月10日，爱康国宾特别声明，
表示国信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报告过程
中，从未向爱康国宾求证或进行咨
询，且爱康国宾与美年健康之间不存
在任何合并或重组意向，该等误导性
陈述会对爱康国宾的正常运营造成不
良影响。

同时，爱康国宾还表示，已向国信
证券发出律师函，律师函不仅要求国
信证券消除对爱康国宾的不良影响，
还要求国信证券调查该报告是否合
规。

值得注意的是，爱康国宾还提到

了一个关键人物——美年健康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江维娜。证券业协会
信息显示，江维娜2015-2018年期间
在国信证券就职，2018年年底跳槽到
国元证券。今年6月15日，美年健康
通过董事会决议聘任江维娜为公司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

在律师函中，爱康国宾主张，请求
国信证券确认江维娜与国信证券的雇
佣历史是否会对国信证券有关美年健
康的研究分析报告的独立客观性构成
影响，以及江维娜是否直接或间接参
与上述国信医药报告的撰写工作；或
江维娜是否示意或暗示该等证券分析
师撰写以上报告，以及江维娜是否违
反《证券法》以及相关法规提供相关
信息。

对此，国信证券给予否认，称江维
娜自 2018年 5月因个人原因离职国
信证券后，再无直接或间接参与过任
何国信证券研报的撰写和发布工作。
江维娜入职其他机构期间从未有与国
信证券相关人员超出公告内容的任何
私下交流。

11月10日晚间，美年健康收到江
苏证监局警示函，称公司存在两项违
规行为：一是公司2019年亏损8.66亿
元，但去年三季报未就当年业绩情况
进行及时预计，今年1月31日前也未
披露 2019年度业绩预告；二是公司
2019年度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总
额为1.85亿元，年末余额为799.94万
元。截至年报披露日，大股东非经营
性占用的资金已全额偿还，但占用行
为属于被禁止的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
易类型。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俞熔，
总裁徐可，时任财务总监尹建春对此
负有责任。

在消费股、周期股带动下，
大盘近期反复走稳。11月 7日
为立冬节气，本周一大盘冲高，
周二、周三有所调整，特别是创
业板指调整略大，体现一定的
时窗效应。不过，沪指本周初
收复 60日均线，深成指创出
2019年 1月形成上升趋势以来
的新高点，市场稳定性提高。
深成指维持 2019年 1月初以来
的慢牛上升趋势，题材性品种
仍处相对活跃。

白酒、电器、新能源汽车等
消费题材品种走强，水泥、有色
金属、钢铁、银行等周期股也反
复回升或走稳，特别是三季报
业绩超预期的品种受到市场持
续追捧，部分白酒股迭创历史
新高，前期整理充分的中低价
酒类股近来也被挖掘大幅补
涨。市场分析认为，酒类板块
受益于节假日、婚宴等市场需
求反弹，叠加上半年消费延滞
的回补，三季度白酒动销在9月
中下旬开始爆发。随着生产需
求逐步恢复，周期股逐渐回稳，
未来补库存、经济复苏仍是市

场挖掘把握主线，特别是关注
景气度较高的新能源、机械、家
电、汽车、水泥、化工等板块。

水泥板块是近 3个月跌幅
最大的板块之一，其中不少滚
动市盈率已不足 10倍，长线机
会或呈现。近期多地水泥企业
宣布涨价，随着复工复产逐步
释放国内库存，基建、房地产行
业发力，水泥市场需求持续释
放，水泥价格开始出现回升。

市场预期，坚持扩大内需这
个战略基点，以创新驱动、高质量
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全面促
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加快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完整
内需体系，促进消费升级，成为我
国重要的经济战略布局。

从走势看，沪指11月2日跌
至今年7月21日3174点、9月30
日3202点两低点连线处形成支
撑，同时跌近半年线，近期回
升，维持今年7月中旬以来的箱
体区域波动。而从不少资金参
与的板块个股持续走强看，市
场维持结构性上行格局。

（黄智华）

从盲盒潮玩到吸猫撸狗，从直播
剁手到国货回归，近年来“大消费”正
迎来新画风。在A股市场上，截至11
月 6日 ，中 证 消 费 指 数 年 内 上 涨
50.08%，相比大盘具有显著超额。

业内专家也表示，随着我国居民
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升级成为大势所
趋，消费行业尤其是新兴消费领域蕴
藏着投资良机。中加新兴消费混合
基金（A类：010176、C类：010177）将

于 11月 16日起正式发行，该基金聚
焦“新兴消费”主题，A+H双市场布
局，力求为投资者充分捕捉消费新趋
势下的投资机会。

（杨广）

集团各大板块各有坚守
羊城晚报：今年年初，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东升实
业集团面临了哪些压力？采取
了怎样的措施来应对？

赖志光：疫情初期，我们主
要压力是部分外省人员无法返
工，返回员工需隔离 14天才能
上岗，导致人员不足。我记得
当时部分村庄的路口封守，车
辆无法正常通行、影响产品的
正常运输，导致延迟满负荷复
岗。这时候，应对措施必须及
时有效，我们一方面发挥全球
供应链系统优势采购紧缺医疗
物资、捐赠抗疫善款等方式回
报社会；另一方面主动错峰生
产、调整现有员工生产作业时
间，科学动员员工争分夺秒为

“保基建”提供原材料。同时，
东升实业集团作为行业会长单
位带头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为
经济社会复苏提供保障作用。

羊城晚报：今年以来你们公
司的业绩如何？

赖志光：今年以来，我们系列基
建项目有序复苏，产业链各环节运
行正常。教育板块是我们正常运营
的第三年，江门广雅招生突破了
5200人大关，这既得益于品牌效
应，也得益于我们协助政府在教育
领域做的防控疫情与“线上开课”模
式的无缝对接；地产置业板块，在商
业物业领域我们与租户及中小企业
一同面对非人为风险，采取主动降
低租金、减免租金和延期缴纳结合，
虽然我们的租金收入低于去年同
期，但“保住了客户”，也为“保市
场主体”作出了一定贡献。

积极推出创新管理机制
羊城晚报：作为公司的新一

代领导者，你认为企业应该如
何在危机中寻求新机遇？实现
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赖志光：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
的一年，能够在危机中抓住机遇，我

想主要因为前期布局产业链闭环，
形成环保建材开采、文旅修复、航
运物流、PC新材料产业园以及骨
料EPC等产业闭环，为后续发展
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东升
实业集团的战略是融合发展、分
期落地。东升实业集团不忘回报
社会，参与乡村振兴、精品乡村建
设的初心，结合当地政府产业规
划，做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落地措施。

羊城晚报：后疫情时代至
今，你对企业经营管理、承担社
会责任方面有哪些深刻认识？
有哪些创新或者新的尝试？

赖志光：一年来，我对企业
经营管理、社会责任的认识有
了质的提升，也作了一些大胆
的创新和变革。经营企业提供
的产品必须适合时代需求。时
代在发展，呼唤集约化、绿色环
保，我们今年实现了产品细分
的创新，确保实现变废为宝，零
排放；对尾泥综合利用加大研
发力度，目前已经经过了第三
方检测，规模化投产预期很快
实现，为企业开创了新的利润
来源，通过综合利用切实做到
了行业高质量发展。

因应数字化的发展，今年东
升实业集团对数字经济加大了
投入和开发，在琶洲数字创新
高地成功运营两个项目：落地
国际数创科创中心琶洲工美港
和完成收购TCL大厦作为新总
部大楼，为数字创新经济打下
了坚实基础。

我认为企业经营管理首先
是经营人心，如何实现对企业内
部员工的分层激励，有效授权，
是激活内生动力的根本。我们
做了集团层面的“两河论激励”
创新和薪酬体系社会化、国际标
准改革，有效激活了人力资源优
势；同时，细化了塑造品牌的维
度，从慈善、产品、服务多维度树
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了企业
外部各界的认同。

关于社会责任的认知，我认
为这是企业的最终追求，当企
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企业创
造的财富一定是回报给社会。
东升实业从创业之初就一直从
事慈善事业。

从今年来看，自 1月 24日
起东升实业集团响应号召，携
手政府抗击疫情，截至 7月 22
日，东升实业集团对外捐赠资

金和物资总额为 3300多万元，
减免东升实业集团旗下物业商
户租金共710万元。

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传承

羊城晚报：一年来，你对传
承有了怎样新的感悟？

赖志光：又过了一年，对于
我们家族传承而言，感悟最大
的是：“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传承，两者缺一不可。”

一方面，父辈拥有从白手起
家到初步成型，并带领一方百姓
走向富裕的艰辛历程，这既是一
笔丰富的物质财富，也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关于文化理念、
社会担当都刻下了父辈时代弥
足珍贵的印记，给我们年轻一代
带来了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时代在前行，形
势在变化，我们要紧跟时代的
步伐，融入最新技术、理念、模
式，最大可能实现集约化、绿
色化、融合化发展，如数字创
新、智能工业、绿色产业，都需
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作出新时
代的创新发展。

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量
创二代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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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康国宾发律师函为哪般？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2020年进入三季度之后，A股市
场走出振荡格局，虽然指数表现并不
出众，但行业的结构性机会依然存
在，也有不少擅于把握机会的基金经
理们，为投资者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据最新银河证券基金排名数据显示，
截至11月8日，华商基金梁皓所管理
的华商万众创新混合基金近两年同
类排名高居首位。

据悉，梁皓将于近期再发新品

——华商双擎领航混合基金。该基
金将为投资者分享科技、消费两大驱
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内生动力引
擎中优质企业的成长红利。

（杨广）

华商基金经理梁皓新发产品即将启航

中加新兴消费即将正式发售

在传承上要作出创新发展
回访广东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广东东升实业集团总裁赖志光

从基层销售到广
东东升实业集团总
裁，作为长子的赖志
光用了 9年时间，从
青葱莽撞的少年到形
象稳重的企业家，赖
志光的接班过程一波
几折，其间甚至因与
父亲的理念不同而三
次出走。考验过后，
风雨未停，今年面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经济的大考，
赖志光将交出怎样的
答卷？

700亿元白马股
暴跌引出“研报闹剧”

近日，国信证券的一篇
研究报告引来了资本市场
的轩然大波。该报告在投
资建议中猜测了阿里减持
美年健康的原因“可能在于
注入爱康国宾及规避同业
竞争”。随后，爱康国宾在
其公众号上发布了“针对

‘GuosenHealthcare’微信
公众号发布的‘国信医药’
不实报告的官方声明”，并
表示已经向国信证券发出
律师函。

维持结构性上行格局

羊城晚报讯 记者程行欢报
道：11月11日上午，越秀集团重
组辉山乳业启动大会在沈阳召
开，这也意味历时两年之久的辉
山乳业资产重组方案终于敲定，
高达百亿元的债务也有了最终解
决方案。羊城晚报记者从越秀集
团获悉，其递交的资产重整方案
已经获得辉山乳业多数债权人投
票表决通过，并经由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正式生效。

从启动大会披露的辉山乳业
后续经营方案看，越秀集团的经
营蓝图十分清晰：将辉山乳业作
为越秀风行食品集团乳业板块中
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保持新辉山
公司运营管理的独立性，继续坚
持 全 产 业 链 模 式 ，坚 持 奶 源
100%来自于规模化自营牧场，保
留“辉山”品牌并将其做大。

据了解，越秀集团是广州市
国资委下属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

企业，已经形成以金融、房地产、
交通基建、食品为核心的“4+?”
现代产业体系，控有5个境内外
上市平台。2019年，集团总资产
达 6700亿元，营业收入 648亿
元，全年利税总额超240亿元。

本次重组辉山乳业，越秀集
团在农业食品领域的战略布局也
得以凸显，即打造集乳业、畜牧养
殖、食品加工、商贸流通于一体的

“4+F”产业体系。在这一体系
中，起到支撑作用的就是一“猪”
一“牛”，前者就是生猪养殖全产
业链，后者则是涵盖优质奶牛、奶
源的乳制品全产业链。据悉，参
与辉山乳业重整项目主体的也是
其旗下子公司越秀风行食品集
团，越秀集团方面期待在利用辉
山乳业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品牌积
淀上，能在“十四五”期间将两家
乳业板块打造成营收超过100亿
元的食品板块。

越秀集团接盘辉山乳业
战略布局一“猪”一“牛”食品体系

赖志光

东升置业旗下工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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