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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婷报道：继
在管基金小幅建仓后，“公募一哥”张
坤又于上个月现身“功能饮料第一股”
东鹏饮料的调研现场。10月11日，东
鹏饮料披露了 9 月的机构调研记录，
在参与调研的人员名单中出现了张
坤、付浩、王元春等多位易方达基金的
基金经理，广发基金的多位明星基金
经理，包括傅友兴、吴兴武等也赫然在
列。

13日，受到“公募一哥”关注的东
鹏饮料盘中一度拉升超6%，截至收盘
上涨 3.88%，报收 208.80 元/股。 14
日，东鹏饮料盘中最高涨2.96%，收盘
涨1.53%。

据了解，这不是张坤第一次对东
鹏饮料进行调研。今年 6 月，张坤也
和萧楠、林高榜等易方达基金经理一
起调研过东鹏饮料，当时公司董事长

林木勤也参与调研，重视程度可见一
斑。而在今年 8 月富国基金朱少醒、
汇添富基金胡昕炜、华安基金崔莹等
多位明星基金经理等200多名投资人
也一起调研了东鹏饮料。

从机构持股来看，今年二季度，东
方红、易方达在内的多家公募基金出
现于东鹏饮料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

在调研记录中，面对公司产品毛
利率的问题，东鹏饮料表示，今年上半
年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一方面是去
年公司已经对今年PET材料进行了锁
价；另一方面广东省建立的华鹏生产
基地现在有四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满足
广东省需求，包括安徽生产基地产能
现在也达到建立工厂以来的较高水
平，随着新的生产基地的投产，公司规
模化的效率会逐渐显现，也会带动毛
利率的提升。

媒体报道，因为商标注册，蜜雪冰
城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纠纷在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有趣的是，商标几乎是所有中小
企业成长之路上遭遇的一道门槛。只
要企业在业界冒头，闯出了名气，相关
的纠纷总会随之而来。商标关，既是
在给企业上课，也是在给业界推广企
业存在感。越闹越出名，当这一关闯
过去之后，企业的名气常常又会获得
新一轮的提升和免费昭示。

不过，商标毕竟是蜜雪冰城企业
自己的企业事务，目前看来对市场消
费者来说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只要

“蜜雪冰城”店面还在，这几个字还能
读得懂，那个“我爱你你爱我”的神曲
还被传唱，这个奶茶品牌的认知就不
会有什么危机可言。

在2018年以前，蜜雪冰城一直以
低调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占领下沉
市场，2元冰淇淋、3元柠檬水、5元钱
就能实现的奶茶自由。这就是蜜雪冰
城与生俱来的源代码。以前在城中
村，后来在步行街，还进入了购物中
心。归根到底，始终传递的是一种幼
萌、草根、欢乐的无拘无束状态。

这样一种状态是跨国企业如星巴
克之流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其打造的
雪王形象，也类似幼儿作品般不高级，

让人很难想象它还能不能走向高端
化。但，这并不妨碍它被资本青睐并
获得扩张。媒体报道，2021 年初，蜜
雪冰城首轮融资完成，蜜雪冰城在这
轮融资后估值超 200 亿元人民币，甚
至超过了喜茶的130亿元估值。随后
即将冲击 A 股上市的消息传来。若
IPO 顺利推进，市场有望迎来奈雪的
茶之后的“奶茶第二股”。

一面是继续草根继续欢乐，一面
是继续布局争取上市。既把年轻消费
者拿住，也把投资人捆到了马车上。
市场端和资本端双向进发，的确是当
下许多新兴品牌的成长之路。吊诡之
处在于，即使多次爆出食品生产流程
的漏洞，也并未影响到这个品牌在消
费者心目中的位置。草根依然欢乐，
依然追捧，似乎没有丝毫的介意。用
户主动失忆与过滤，是对企业的最好
保护，这也成为投资人继续保持热情
的来源与动力。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食品生产企
业，质量保障始终是其底线而不是天
花板。消费者喜欢低幼不等于智商低
幼，当企业成长起来后，也会突然变得
更苛刻。一个冰激凌问题，也可能导
致一夜翻船。毕竟食品安全，本身就
是企业安全，无论企业是不是愿意这
样关联。

作为广东地区四大行中首家上线自由贸
易账户（FT 账户）体系的国有银行，农行广东
分行始终坚持创新领先，依托国家创新账户
体系，切实服务湾区实体经济。

2021年 1月，自由贸易账户的适用主体由
广东自贸区注册企业拓展至全广州的科创型
企业，这意味着拥有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的广
州科创型外贸企业可以优先享受金融开放的
政策红利。农行广东分行抓住契机，协助更多
科创型涉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广泛的技
术合作、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拓宽境内外融
资渠道。

广州某科技公司是一家从事天文望远镜、
显微镜等光电仪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广交
会科创型参展企业，总部设在广州，并在境内外
多地设有研发中心及分、子公司。公司的产品主
要出口欧美和日本市场，且有意进一步拓展海外
市场。在了解到企业发展动向后，农行广东分行
根据FT项下全功能资金池利于集团资金集中管
理、优化集团内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
特点，积极向企业推荐，最终成功为公司境外子
公司开立FT账户，并为其搭建了FT项下全功能
资金池。截至目前，农行广东分行已办理国际结
算业务121万美元、结售汇业务41万美元、FT全
功能资金池资金调拨4300万人民币。

截至9月末，农行广东分行共开立FT账户
超3000户，其中自贸区企业超1600家，科创企
业超900家，办理资金划转420亿美元，办理离
岸结售汇超100亿美元，以低成本资金发放FT
项下贷款367亿元，为超80家湾区实体企业集
团搭建能归集本外币资金的全功能资金池，极
大地支持了客户在便利化结算、低成本融资、离
岸结售汇等方面享受金融创新红利。作为协同
港澳、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FT账户为“引进
来”的境外企业提供准国民待遇，也为“走出去”
的中资企业提供与国际接轨的跨境金融服务。

第130届广交会是线上线下渠道的首次结
合，也是外贸发展及跨境金融服务未来的趋
势。农行广东分行将继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
这片热土，借人民币国际化、贸易投融资便利
化的东风，脚踏实地、服务实体，助力外贸企业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扬帆远航。

（王淼怡、韩曌、戴曼曼）

张坤半年内两次调研

东鹏饮料回应产品毛利率等问题

评财经辣 蜜雪冰城出商标纠纷
食品安全才是关键分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2021 年 7 月 19
日，上海创味来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
引发公众对洽洽食品
这家老牌食品企业的
关注。这家由洽洽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控股的公司拟注册资
本达到 2 亿元，经营
范围包括投资咨询、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等。值得注意的是，
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为陈奇，洽洽食品董
事长陈先保之女。

这只是陈氏父女
在加快洽洽食品投资

布 局 过 程 中 迈
出 的 又 一 小
步 。 羊 城 晚 报
记者梳理公开资

料发现，自
2013 年 陈
奇 正 式 进
入 家 族 企
业 工 作 伊

始，便已着手参与投资
业务。彼时正是家族
办公室刚刚兴起的时
期，陈氏父女就成立了
家族投资基金昕先投
资。而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陈奇还
曾担任安徽华元金融
集团总裁助理、副总
裁，分管投资和资管业
务。华元金融集团的
股东为合肥景山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
华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两大股东的法定代
表人皆为其父陈先保。

作为一名“创二
代”，陈奇带领洽洽食
品扩大投资版图更像
是家族“有意培养”。
生于 1985 年的陈奇，
2009 年毕业于加拿大
曼尼托巴大学。在进
入家族企业工作前，其
职业生涯也都与金融、
投资行业有关。2009
年至 2011 年，陈奇曾
在加拿大皇家保险公
司 担 任 保 险 理 财 顾
问。2011 年 4 月，又
进入北京加华伟业资
本，担任投资经理。值
得一提的是，当年加华
资本还成为洽洽食品

的早期投资方，在洽洽
食品成为“炒货第一
股”后，洽洽食品也成
为了加华资本的LP。

不过，作为陈氏父
女携手成立的家族基
金，昕先投资在此前相
当一段时间都较为沉
寂，直到2019年，昕先
投资才开始逐渐出手
投资。另据天眼查显
示，昕先投资也并未像
其他家族办公室一样
先做 LP，而是直接更
加大胆地做了直投，甚
至是投早期，一年投资
一到两个项目。

从投资能力上来
说，昕先投资也具备
一定竞争力。在火热
的调味品赛道，其今
年 投 资 了 1998 年 成
立的调味料生产商长
沙彩云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热门的新品牌
项目方面，投资的永
璞 咖 啡 也 有 不 错 表
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5 月，永璞咖啡
是天猫冷萃冻干即溶
咖啡品类中销售额第
二的品牌，昕先投资
在 其 天 使 轮 就 已 入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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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来啦！

“食二代”勇闯创投圈创投圈
有人携手父辈成立家族投资基金 有人跨入新行业开启创业之旅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父女携手成立家族投资基金

2020 年 11 月 25
日，风传数月的“雀巢

出售银鹭案”终于尘埃落
定 。 雀 巢 官 宣 向 Food
Wise有限公司出售银鹭花
生奶和银鹭罐装八宝粥在
华业务，公开资料显示，
Food Wise 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为银鹭集团主要
创始人陈清水家族，而九
年前，正是陈清水家族将
银鹭集团分三次交易整体
卖给了雀巢。

此次陈清水家族的“接
盘”也再次引发公众对这
家老牌食品企业接班人问
题的关注。2011 年，在雀
巢公司斥资 15 亿元收购

银 鹭 集 团 60% 的 股 份 之
际，创始人陈清渊曾表示
之所以接受雀巢公司的收
购，主要是看中了雀巢公
司 的 实 力 和 技 术 、资 金
等，但值得一提的是，早
在 2009 年 ，当 时 已 经 51
岁的陈清渊曾商量着将自
己的公司交由儿子陈朝宗
打理，却连连遭到拒绝，
无人接手的局面极有可能
是当时雀巢收购银鹭的导
火线。

与陈奇子承父业不同，
作为银鹭集团接班人热门
人选的陈朝宗似乎无心
接手父亲陈清渊一手创
立的“八宝粥帝国”，毕业

后 在 金 融 机 构 几
经磨砺的陈朝宗没有
进 入 银 鹭 集 团 上 班 ，
而是决定自己创业进军
创投圈，担任厦门禹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陈朝宗在此前接
受厦门本地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起初父亲觉得
我经验不足，并不看好。”
自己先斩后奏，租下了一
处写字楼，践行了自己的
创业梦，公司现在组建了
两个基金，项目涉及股份
投资并依托专业团队与
红杉资本、达晨创投签署
战略合作，同时也正进军
民营银行业。

前段时间，宗庆后和宗馥莉父女进军创投圈的消息引
发广泛关注。作为颇具讨论度的“创二代”，尽管在娃哈哈管
理理念上多有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宗馥莉和父亲此次携手杀入
创投圈。公开信息显示，在父亲宗庆后100％持股宏振投资的同
时，宗馥莉也正扩大着自己的投资版图，其持股100%的瑾汇投资
曾是多只私募基金的LP，牵手真格基金、中金资本、鼎晖投资等
进行投资。

当然，宗馥莉并非国民食品公司接班人杀入创投圈的特
例。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随着家族企业进入交接班高
峰期、被誉为“新鲜血液”的“创二代”们开始走进公众视
野。和父辈专注食品主业相比，二代们更有意扩大业
务领域范围，将触角伸至VC/PE投资领域。只不
过，有人选择子承父业，和父辈携手同行，共同
扩大家族企业的商业版图；有人选择跨入
新行业，开启创业之旅。

农行广东分行全面助力第130届广交会
多渠道服务赋能外贸企业创新发展

加强创新驱动
支持实体经济

先斩后奏圆了自己的创业梦

在农行广东分行大力支持下，佛山某企业正开足马力，抓紧完成外贸订单

洽洽食品陈奇

银鹭集团陈朝宗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小
微企业发展的难题，在全球疫情严
峻的形势下，外贸企业的处境更加
艰难。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农行
广东分行灵活利用境内外市场，积
极联动境外分支机构，为外贸企业
在全球寻求低成本融资通道。

佛山某科技公司是一家集工贸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设备
包括切管机、拉网机、焊机、冲床、机
器人等制造设备，产品以出口为主，
连续多年纳税超千万元。2020 年，
随着境外贸易需求好转，公司急需要
资金支持备货生产,农行广东分行积
极联动境外分行对企业进行低成本
融资，利用境外较低利率向企业发放
低成本融资1900万元，真金白银降
低了企业成本近10万元。

除了传统的贸易融资，农行广东
分行还针对不同外贸企业的融资痛

点，量身定制创新融资产品。比如，
为解决外贸企业因出口退税、轻资产
导致的纳税等级不高、授信值不足等
问题，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外贸微 e
贷”，该产品以企业进出口量和在银
行的国际结算量为授信基础，以线上
自助循环的普惠金融方式，为符合条
件的企业带来“及时雨”。

目前，农行广东分行已核准超三
百户符合条件的小微外贸企业，针对
广东省外贸体量大、约占全国四分之
一、加工贸易企业占外贸企业三分之
一的现状，农行广东分行创新研发

“加易贷”融资产品，利用政府增信补
偿机制，帮助外贸企业拓宽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助力加工贸易企
业渡过难关。截至 2021 年 9月末，
农行广东分行为“加易贷”名单内客
户提供融资约 290 亿元，贷款余额
250亿元，惠及企业135家。

提供优惠贷款 破解企业困局

近年来，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相
继出台贸易投融资便利化的政策，广
东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战略核心，
在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流通加
速的背景下，农行广东分行持续探索
和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
进一步提升优质企业获得感。

佛山某钢材公司是一家加工钢
材、冷热轧钢板加工销售的进出口企
业，并被广东省自律机制纳为粤港澳
大湾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农行
广东分行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为其
提供跨境人民币贸易便利化政策，企
业自行妥善留存相关国际结算交易
单证后，仅需提交支付指令即可直接
办理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无需
事前、逐笔提交证明材料。据企业相
关负责人反馈，便利化政策极大地提
升了付汇效率，降低了财务人员的付

汇压力，也更有动力使用跨境人民币
结算。2021年 1-7月，这家企业已在
银行办理 8.75 亿元跨境人民币便利
化业务，同比增长 4.1 倍。如今，随着
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在全
国推广，更多诚信经营的外贸企业将
享受到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的政
策红利。

截至 2021 年 9月末，农行广东分
行共办理外汇及跨境人民币货物贸易
便利化收支业务1662笔，本外币合计
金额 65.46 亿美元。为提升外资使用
效率和便利度，农行广东分行还积极
推广资本项目便利化政策，累计为16
家企业办理资本金、外债支付便利化
业务 472 笔，金额 2300 万美元，为 64
家企业办理外债注销登记 76笔，为 4
家企业提供境外人民币借款便利化服
务，金额累计 24亿元，打通政策落地

的“最后一公里”，大大节省了企业时
间与劳动成本。

为满足企业“零接触”足不出户办
理业务的需求，农行广东分行充分发
挥数字金融优势，积极优化跨境汇款、
单证业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通过投产

“单一窗口”业务、推广“农银跨境e汇
通”等，为企业升级本外币一次登录、
线上交单省时省力、购汇付汇一键申
请、批量付汇快捷高效、自主预约付汇
日期等服务，便捷企业网上结售汇，有
效帮助企业做好外汇资金管理。

截至 2021 年 9月，农行广东分行
已为超 8700 家企业办理网银结售汇
16.6 万笔，金额合计 153.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56.3%；为 2808 家企业办理线
上跨境汇款 44995 笔，金额 142.7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55%和87%，大大提
升了企业体验和满意度。

推出多重便利 提高企业效率

广交会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10月15日——19日，
第130届广交会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办。在全
球经济及贸易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广交会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全球撮合
平台的独特优势，彰显着数字中国的强大形象和雄厚实力。

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稳外资、稳外贸以及贸易投
融资便利化等政策指导下，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下
称“农行广东分行”）充分发挥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和先进
的数字金融优势，在广交会官网设置“农情广交 融汇贯
通”金融服务专区，该行所有网点积极主动为广交会客商
提供融资、结算、汇兑和全球资金管理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通过创新产品、拓宽渠道、落实便利化政策等措施，为外贸
企业发展赋能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