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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来啦！

曾解约王力宏被骂情商低，如今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除了宗庆后，娃哈哈还有宗馥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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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 3700 点附近，如果认为
这波行情会加速向上，那么一定
会被市场戏弄。记得上周本栏说
过，预计近期大盘在 3700 点附近
会有一定反复，但向好态势不变，
结构化行情轮动或进一步提速。
之所以有这样的预判，一个非常
重要的因素，是今年 9 月中旬的
前期高位 3723 点就放在那里，而
上一波行情创造的高点今年 2 月
中旬的 3731 点，也放在那里，属
于同一水平线，要突破这个关口

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果然，A 股在上周一惯性上

冲之后便连续回调，其高点在上
周一开盘不久报 3708 点，五个交
易日两阳三阴。市场对两个前期
高位充满畏惧心，也可以说市场
形成了某种默契，连做个假突破
稍稍冲高一点也懒得动作。结
果，在周线五连阳之后，上证指数
收出了第一根周阴线，全周下跌
0.93%，报收 3632 点，成交量同步
收缩，深市类似。

上周五个交易日两阳三阴，
其中上周五的阴线跌幅最大，上
证指数跌 1.16%，深成指和创业板
指数跌幅均达 1.6%，观察市场评
论和一些投资者的反应，市场心
态因此有些心慌慌，甚至有人问：

“行情是否大见顶了？”
上周本栏还说过，大盘来到

相对高点区域，途中难免会有波
动整理，但慢牛态势正向着跨年
度方向演绎。如今，上周市场果
然发生了波动整理，后续还是“慢

牛态势正向着跨年度方向演绎”
吗？本栏观察认为，这还是大概
率会发生的事情。

依据之一，是场内的结构性
板块轮动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
了，上周调整的是市场指数，但元
宇宙、氢能源、文化传媒、电力、白
酒、券商、煤炭、钢铁等众多概念
和板块异动，多只“妖股”联袂“多
连板”，场内做多氛围实际上有增
无减。

依据之二，外围市场再次波
动对 A 股有干扰，英国加息，美国
明年加息可能性加大，土耳其周
末市场“股债汇三杀”，对此，本周

A 股市场已经做出反应，后市只
要 3600 点这个关口不失守，则 A
股的韧性将发挥核心力量作用，
帮助年末行情向明年的春季行情
过渡。这里有个问题，外围市场
这一波年末动荡，有没有发展成
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一旦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则上
述预判的成立就是大概率的。

预计短期后市可能会主要在
3600 点之上做整固运动，场内结
构性行情会有所缩减，但不会熄
火，年末仓位关键还在于做好结
构化处置。

（金谷明）

短期仓位宜结构化处置
金谷
观察观

本次消费季活动共包含 4
个主题月活动：12 月吃货篇、1
月购物篇、2 月出行篇、3 月畅
行篇。具体活动将于每月民生
日，即每周五及每月 18 日开
展。吃货篇网罗了大牌餐饮、
生鲜等多家线下商户，覆盖包
括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珠
海、惠州、江门、肇庆等多个大湾
区内城市的千余家门店，真正打
造“吃货月、狂吃 12 月”的惠民
盛宴。购物篇将启动跨年狂欢
节，百货商场、综合商圈满立减，
帮持卡客户省心又省钱；出行篇
开启悦享春节出行，享受包括加

油满减、秒杀派送等各类出行优
惠；畅行篇为绿色出行带来民生
便利，地铁、公交支付等便民活
动陆续袭来。

据悉，本次消费季活动将充
分利用“双十二”、年底和临近元
旦的购物需求，刺激居民消费、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拉动经
济增长，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个
性化、多元化、多层次的消费需
求。活动中，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还将联合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
针对银联62VIP会员，从会费减
免及信用卡还款两个维度给予
客户专属优惠。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惠民生促消费

携手广东银联
推出消费季活动

文/戴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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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网点”全覆盖
绿色金融创未来

近日，“2021 第一财经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榜”揭晓。广发基
金因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榜样
引领作用，被第一财经授予“2021
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
之“ESG共享价值贡献奖”。

作为公募基金行业领军者

之一，广发基金将机构发展融入
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践行普惠金
融，完善ESG投资体系，投身社
会公益，内外结合、多措并举，在
服务实体经济、构建新发展格
局、促进共同富裕中，积极发挥
基金力量。

“分化”无疑是今年A股市
场的关键词之一。大盘指数虽
然维持横盘振荡，但个别板块
走出了“牛市”的味道。未来，
这种“分化”的市场行情是否将
延续？

日前，景顺长城基金发布
《2022年经济展望和投资策略》
表示，整体上明年可能不是指数

级别的行情，但系统性风险不
大，大概率仍将延续今年的结构
性行情，而信用结构扩张的方向
也将带来更多的阿尔法机会，关
注中下游盈利能力修复、科技制
造与大消费的长期超额收益以
及港股长期底部配置价值三大
方向。

（杨广）

景顺长城：结构性行情将延续

广发基金荣获共享价值贡献奖

近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携手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
等优质企业正式启动“惠民生、促消费”消费季活动。即
日起至2022年3月底，该行将围绕出行、健康、餐饮、购
物等生活消费场景陆续开展系列活动，联合众多合作商
家为该行持卡客户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为加大客户回馈力度，民生
银行广州分行还打造了专属回
馈平台——悦享民生，为客户提
供便利的城市生活场景，带来优
享权益。平台为客户提供的权
益包括“悦生活”“悦出行”“悦
成长”“悦健康”等，贴合客户日
常生活，涵盖客户的日常出行、
健康管理、成长教育、饮食娱乐
等各方面需求。平台会根据客
户成长值匹配相应权益，成长值
达标即可领取。同时，平台设有
特色专区，提供专属场景服务，
包括为代发薪资客群推出的“薪
悦生活”服务，以及聚焦重点生
活场景的“车主福利”“商超消
费”专区等。此外，平台还设置
了“好食节”“吃货月”“豪礼节”
等会员活动，并有抽奖、秒杀、游

戏互动多种玩法。客户可微信
关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公众
号，从右下角“惠金融”中选择

“悦享民生”登录体验。
悦享民生平台是民生银行

广州分行在构建多元化客户权
益体系迈出的重要一步，该行希
望通过“一卡一平台”将金融科
技应用与客户日常生活场景相
结合，打造涵盖个人生活、投资、
消费等全方位综合服务体系，为
客户打开湾区生活的新方式。

未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将
加快与广东银联、企业商户的合作
步伐，推出更多惠民活动，为数字
化时代的金融普惠民生提供更优
质、更便利的惠民服务创新实践，
为打造高质量、高速度的经济发展
点燃“新引擎”，释放城市新能量。

悦享民生平台，打造全方位综合服务体系

12月 17日，娱乐圈再次曝
出“大瓜”，华语流行男歌手王
力宏被前妻指控存在出轨行
为，多品牌陆续与其解约。而
早在2018年，时任娃哈哈集团
品牌公关部部长的宗馥莉就更
换了合作多年的代言人王力
宏，这一曾经为她招来“情商
低”骂名的举动，如今却让她
成了网友口中有远见的决策
者，有人甚至喊出“欠宗馥莉
一个道歉”。

此时距离宗馥莉履新正好
过去了一周。一周前，杭州娃
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娃
哈哈集团”）宣布，宗馥莉出任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
日常工作，即日起生效。曾经
掌控欲极强的“大家长”宗庆
后虽然还任董事长，但已经放
手将公司交给二代，让娃哈哈
进入了宗馥莉时代。

娃哈哈新老掌门人在一起 视觉中国供图

——交通银行
广东省分行领衔零
碳网点建设

文/戴曼曼

为 服 务 国 家“ 碳 达
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绿
色低碳经济发展，在人民银
行广州分行和广东金融学会
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指导
下，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全面
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全辖
共有 18 家网点完成 2771 吨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注
销，实现 2021 年至 2023 年全年
因办公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碳中和目标，获得“碳中和”和

“预先碳中和”双荣誉，是广东省
银行业首家实现“零碳网点”全覆
盖的银行。

今年 12 月 16 日，碳中和证书
颁发仪式在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举
行，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孟
萌，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黄海出席本次活动。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积极响应
《广东金融业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目标的倡议》号召，于今年8月正
式成立分行绿色金融中心，通过碳
金融产品创新丰富产品货架，提升
绿色资产规模，促进绿色信贷发展，
成功发行大湾区首笔乡村振兴票
据、交行系统内首单碳中和债券等
直融创新品种；先后落地绿色并购
贷款、绿色租赁、可再生能源补贴贷
款；推出碳资产质押融资品种、开发
定点帮扶对象大坡山村光伏发电项
目“碳普惠”；针对近期人行出台的
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工具，紧锣
密鼓组织绿色资产投放。截至今年
9 月末，交行广东省分行绿色金融
全口径余额较年初增幅 29.5%，绿
色信贷余额较年初新增24.88%。

为进一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选定 18 家网
点建设“零碳网点”，并制定一整套
低碳运营方案，引导员工树立节
能环保意识，践行低碳出行、绿色
办公、垃圾分类、绿色采购等绿色
理念，最终实现 2771 吨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注销（产 生 于 贵 州 乌
江 思 林 水 电 站），于 12 月 15 日获
得 广 州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所 颁 发 的
2021年“碳中和”和2022年至 2023
年“预先碳中和”双证书。交通银行
广州花都分行营业部、潮州潮安支
行、汕头潮南支行、珠海前山支行、
中山分行营业部、佛山禅城支行、东
莞分行营业部、惠州金山湖支行、揭
阳分行营业部、佛山大良支行、江门
台山支行、湛江分行营业部、梅州分
行营业部、清远清新支行、韶关分行
营业部、肇庆端州支行、茂名分行营
业部、河源分行营业部等 18 家“零
碳网点”的建设，标志着交通银行广
东省分行成为广东首家实现全辖零
碳网点全覆盖的银行，领衔“碳中
和”金融发展。

本次“零碳网点”集体示范建

设，是交行广东省分行落实绿色发
展理念、推动自身运营碳中和的重
要实践。作为国有大型银行，交行
广东省分行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
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大计”，已将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纳入
分行发展远景目标，将绿色低碳理
念落实到经营管理、业务拓展各个
环节，力争成为负责任、有担当的金
融机构。

交融通达，绿创未来。交通银
行广东省分行将继续发挥国有大
行社会责任担当，紧跟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建设，聚焦“绿色城镇化、绿
色能源、蓝色海洋、环境保护、碳金
融”五大领域，打造“绿色信贷、绿
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联动”四
大绿创产品，搭建“绿色银政平
台、绿色产业平台”两大绿色平
台，持续加大对绿色经济、低碳经
济、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通
过科技金融创新，提升碳排放核算
与管理水平，增强绿色金融服务能
力，为广东省碳排放率先达峰贡献
金融力量。

黄海在致辞

把旗下公司做到民企500强

生于1982年，宗馥莉的成长
经历与父辈截然不同，初二时就
只身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并在
多元文化的熏陶下练就了独立、
自信、坦率的性格。

2004年宗馥莉回国后，除了
在北京某著名高校攻读工商管
理，就是逐步熟悉家族企业的业
务。她从杭州娃哈哈萧山二号基
地做起，同时也历任杭州娃哈哈
童装有限公司与杭州娃哈哈卡倩
娜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为
后期的接班作历练。

事实上，在宗馥莉回国前，宗
庆后就已经开始为女儿回国后的
事业铺路。2003年，杭州娃哈哈

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宏
胜饮料”）成立，注册资本1025万
美元，其中宗庆后之妻施幼珍持
股 10%，恒枫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90%，后者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
岛，法定代表人就是宗馥莉。

2007年，宗馥莉登上更广阔
的平台，成为了宏胜饮料的总
裁。宏胜饮料承载着娃哈哈代加
工业务，年仅25岁的宗馥莉接棒
后，很有魄力地定下了做全产业
链的战略路径，将宏胜饮料的工
厂开到多个省份，成立松源机械
制造、松裕印刷包装、恒枫食品科
技等多家新兴企业。2016 年还
推出了一款以自己英文名命名的
定制化果蔬汁品牌KellyOne，并
逐步开拓其他饮品品类。

宗庆后大概没有料到，自己亲
手交到女儿手上的宏胜饮料，在若
干年后追随娃哈哈，成为民营企业
500 强。在“2014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上，娃哈哈位列第18，
而宏胜饮料集团位列第420位。

几经博弈蜕变为家族企业

在早年，尚未进入娃哈哈的
核心管理层的宗馥莉，毫不回避
父亲在娃哈哈集团的强大话语
权。2011年在央视参加一档节目
时，主持人问宗馥莉“娃哈哈减去
宗庆后等于什么”，宗馥莉直接回
答“等于零”。而8年后，宗馥莉已

经走进娃哈哈集团，再被问及宗
庆后在娃哈哈是怎样的存在时，
她还是回答“神一样的存在”。

宗馥莉的形容并不夸张。宗
庆后多年来兼任娃哈哈集团董事
长和总经理，直至2016年才着手
培养副总。对于集团内的大小事
务，他几乎做到了事必躬亲，并且
坚持请示不隔夜。

不过，创立之初的娃哈哈集
团还不是宗庆后说了算。作为一
家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娃哈哈
最初是一家百分百国有的企业，
宗庆后本身就是职业经理人。在
1999年的产权清晰化运动中，娃
哈哈集团改制方案获批，此后随
着职工持股会的成立和一系列股
权转让事件，公司的股权结构调
整为：杭州上城区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46%，宗庆后 29.40%，娃哈
哈集团职工持股会 24.60%——
这一股权结构被维持至今。

如果说宗庆后借改制坐稳了
主控地位，那么与法国达能集团
的商标之争则是捍卫个人与家族
利益的一役。1996年，达能看中
了娃哈哈的发展期潜力，与娃哈哈
一同成立合资公司，达能占股
51%，娃哈哈占股49%。双方约定，
没有合资公司另行书面同意，娃哈
哈集团不能在产品上使用该商标。

但在十年后，达能方面发现
宗庆后先后设立了 61 家游离于
合资母体之外的非合资企业，体

量甚至超过了合资企业。为了抗
议达能要低价并购非合资公司的
安排，宗庆后不惜以“保护民族产
业安全 ”为名 争取民众支 持 。
2009年，这场商战最终以娃哈哈
用 30 亿元对价换取达能撤出合
资公司而告终。

父辈终对宗馥莉接班松了口

“达娃之争”让年过七旬的宗
庆后坐稳了公司掌门人的位置，但
也让他对职业经理人制度和资本
合作抱有警觉之心，这也促使外
界开始关注娃哈哈的接班人问
题。商战落幕后，娃哈哈集团一
度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2010-
2013年营收节节攀升，宗庆后也
连续三年问鼎《福布斯》内地首富。

2005 年，宗庆后就曾立下
“豪言”，称自己要等到70岁再退
休；2014 年，已是 69岁的宗庆后
再次谈及退休，改口称“70 岁还
是壮年，我还能再干20年”。

创始人迟迟不愿放手，或许
与娃哈哈深陷“中年危机”有关。

自2014年起，在新零售浪潮
的冲击下，娃哈哈集团的业绩开
始缩水，曾经风靡市场的营养快
线等的销量也大不如前。数据显
示，2014 年到 2017 年，营收分别
为 728亿元、677亿元、529亿元、
464.5亿元，5年缩水超300亿元。
在《2019 年 中 国 民 营 企 业 500
强》榜单上的位置也从2014年巅
峰时期起经历五连降，下降了
138位。

改 革 已 是 势 在 必 行 。 从
2018 年起，娃哈哈形象“画风突
变”，在营销上打出了一套令人眼
花缭乱的“玩法”，如先后推出
AD 钙奶味奶心月饼、炫彩版营
养快线、跨界彩妆盘等，更大胆提
出与合作多年的代言人王力宏解
约，与钟薛高、泡泡玛特以及英雄
联盟职业联赛等 IP联名。原来，
宗馥莉自告奋勇，从当年开始出
任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部长，
正式进入娃哈哈集团，新官上任
的她急于撕掉娃哈哈身上老化的
品牌标签，让娃哈哈主动融入新
国潮趋势。

也正是在这一年，娃哈哈集
团的业绩勉强结束了五连跌的局
面。而后续宗庆后对于接班的态

度，也在近年来经历了从“能否接
班有待观察”到“把女儿扶上马送
一程”，再到“看女儿愿不愿意”和
最终让女儿出任副董事长的转变。

在出任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前，宗馥莉已经深深地
嵌入娃哈哈的资本版图中。天眼
查数据显示，宗馥莉共关联 61 家
企业，其中存续状态的有 54 家，
包括广州恒枫饮料有限公司、宏
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娃哈
哈饮料有限公司等。

除已注销的长沙娃哈哈恒枫
饮料有限公司、桂林娃哈哈食品
有限公司，宗庆后与宗馥莉还在
厦门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等 3 家
公司中共同任职。

放权之后，“创一代”宗庆后的
商业生涯也进入了新的篇章。宗
庆后已于今年 7 月 12 日通过资格
认定，获得基金从业资格证，娃哈
哈创投也于7月9日获得了完成基
金管理人备案登记。在《财富》世
界 500 强峰会上，宗庆后透露了娃
哈哈创投的投资方向：“想自己搞
个（私募）基金，想帮小企业，投资
有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主要在大
健康医药快销品高科技投资。”

让子女接班，历来是浙商财
富传承的第一选择。与娃哈哈相
比，不同浙商创始人在接班人的
培养计划上也有所差异。

2017 年，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鲁冠球在杭州去世，鲁冠球之子
鲁伟鼎成为万向集团的法定代表
人，并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从鲁伟鼎 1992 年上任副总裁之
日起，鲁氏父子已经紧密配合了
25 年，父亲深耕实业制造，夯实
万向产业基础；儿子致力于拓展
万向的金控版图。

方太集团创始人的接班故事
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上阵
父子兵”的典范。1996 年，茅理翔
父子一起创立方太厨具，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内迅速将方太打造成
品牌价值高达 38 亿元的厨具品
牌。茅理翔对儿子茅忠群制定了

“三三制”战略，以“带三年、帮三
年、看三年”成功完成了交接班。

浙商子女
接班路径有不同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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