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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纪

挥别成都
三枝富博

大家新年快乐。”2月6日，三枝富博出现在
成都伊藤洋华堂的发布会现场，而20多天

后的3月1日，他将离开这片奋斗了20年的商业战场，
奔赴日本升任株式会社伊藤洋华堂社长。

20年来，成都商业的繁荣发展，成就了伊藤洋华堂
的辉煌，而三枝富博这位特别
的“成都人”，也从最开始
不习惯成都的辣，川菜
的油到最后彻底融
入，成了本地人，喝
茶、泡吧、耍农家乐
样样都来。

升任日本伊藤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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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枝富博在成都零售江湖赫赫有名，
其“三哥”之名也流传甚广。在发布会刚开
始之时，三枝富博照例来了句中文祝福“大
家新年快乐。”随后，他面带笑容地回答了
现场媒体的一个个问题，在会议结束后，他
还亲自将准备好的笔，送给了参会者。

3月1日起，三枝富博将荣升株式会社
伊藤洋华堂社长，同时兼任中国伊藤中国
事业部掌管。对他而言，此次荣升无疑是
令人激动的。“虽然攀登山峰很累，但是只

有在山峰上，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而今井诚将接任他担任中国区总代

表，中国事业部部长，兼任成都伊藤董事
长、北京华糖洋华堂董事长。今井诚曾经
在成都市场深耕10年，曾担任成都伊藤总
经理，这是他时隔三年再次掌管成都伊藤。

除了这两大人事变动，日本伊藤洋华
堂新任社长三枝富博在发布会现场透露，
当日上午发生了一次涉及300人的人事异
动。成都7家伊藤门店中，5名店长发生了
改变，并有300名新的人事任命，包括本部
长职位的变更。其中大多是35岁左右，比
以前的干部有很大的减龄。今井诚对此则
表示，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将“采用更年轻
的人才，用他们的想法。”

临别演讲
登山很累，但山顶风景最美

冬季家里热水器使用频繁，容易发
生故障，家住橡树林的苏女士家打进
96111说，家里的热水器出水忽冷忽热，
还会突然点不燃火。

96111便民服务平台提醒，冬季温
度低，大家使用热水器的频率增高，使
用时间长后，水箱水垢沉积导热慢，控
制器性能不良，就容易自动熄火。师傅
提醒：若家里热水器出水忽冷忽热，很
有可能是燃烧器燃烧不充分导致，出现
此状况需及时请维修师傅上门查明原
因，若置之不理，严重时很可能会造成
热水器爆燃。

如果你家里的热水器有问题，可拨
打028-96111预约。此外，96111便民
服务平台还提供燃气灶维修、家电维修、
空调维修清洗、搬家、开锁换锁、管道疏
通、防水补漏等服务。

2月5日，星期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下
称“一号文件”）发布。研究人士指出，该文件的发
布将催化农业供给侧改革主题投资机会。

受此影响，农业板块走势良好，禾丰牧业、蒙
草抗旱、万福生科等涨停，金新农、星河生物等涨
幅超过5%。

今年的“一号文件”共有6个部分，包括：优化
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
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技创新驱
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
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
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
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

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
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
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
求转变。

目前正是年报季，已有38家农业上市公司发
布了2016年年报预告，整体来看，业绩不错。其
中34家预告业绩正增长，仅4家预计业绩下滑。
业绩预增幅度在100%以上的有19家，预增增幅
在200%以上的也有12家。

兴业证券指出，“一号文件”是每年农业产业
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其覆盖面广、对各细
分领域均有提及，从市场情绪上，全面利好农业板
块农产品深加工、饲料、种子、农业节水、农垦（土
地流转）、粮食流通、农业现代化等板块和概念，相
关标的有玉米深加工中粮生化等；饲料禾丰牧业、
海大集团、大北农以及板块其他标的；农业节水有
大禹节水等。

元祖股份（603886）：最近两个交
易日连续涨停。1月17日见底后，次新
股再次迎来了大涨，到收盘15只个股涨
停，是昨日市场反弹的最大功臣之一。
元祖股份以两个涨停成为次新股里表现
最好的。公司主营烘焙食品，价格也不
高，和去年的次新股龙头来伊份有些
像。盘中一度开板后顺利回封。后市可
适当乐观。

同力水泥（000885）：2月6日天地
板，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庄股。所谓
天地板，就是从跌停拉到涨停，一天振幅
20%。6 日市场环境好转，主要指数上
涨，个股普涨。同力水泥早上开盘仅2
分钟就跌停，下午开盘2分钟后跌停打
开，14点后涨停。庄股的魅力就是如
此，天天拉涨停，庄股的残酷也在于如
此，早上跌停卖了的投资者，下午会不会
很郁闷？

探路者（300005）：2 月 6 日大跌
9.77%。公司本拟进行资产重组，自去年
11月底停牌，现在决定终止本次重组并
复牌。上午跌停，下午因市场回暖打开
跌停。从龙虎榜来看，卖方前5全部是
机构专用席位，共卖出25740万元，卖1
就卖出了1.74亿元，而买1才1524万
元，差距悬殊，想走出一波行情，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6日，行业资金流向方面，26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汽车行业、电子元件、
造纸印刷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35
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农牧饲渔、有色
金属、券商信托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5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和胜股份（002824）和胜股份是

OPPO R9的铝外壳挤压板材料的供应商，
也是OPPO R9S铝外壳的挤压板材料供
应商，2017年1月12日上市。6日获机
构净买入1918万元。

摩登大道（002656）公司拟 4.9 亿
元以“发行股份+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
悦然心动100%股权，悦然心动专注于移
动社交工具类应用的开发。6日获机构
净买入1104万元。

海辰药业（300584）公司是一家集
医药研发、生产和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化学药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6日获机构净买
入437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IPO批文空档期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高，

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上周末并未见证监会披露IPO

核发情况，加上周一两市没有新股申购，
市场做多热情被点然，特别是次新股也
出现集体涨停，换手前20的次新股均以
上涨报收，且有9只个股涨停，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个股达64只。技术上看，
两市成交均比上周五放大超三分之一，
如此暴量，足以说明市场参与者在积极
回归；沪指单日收复上周五大部分失地，
且重新收复5日均线，深成指和创业板
更是出现K线反包形态，两市日线MACD
红柱也重新放大；60分钟图显示，两市
收盘均站上5小时均线，深成指、创业板
指的60小时均线也被收复，沪指60分钟
MACD指标也即将在零轴之上重新金叉，
有空中加油态势。期指市场，期指合约
累计成交增加、持仓略减，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略有缩减。综合来看，IPO
批文的空档期势必让市场重新回归慢牛
走势，短期小盘题材股机会较多。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城投控股（600649）0.1 万股，长城信息
（000748）4.8 万 股 换 股 为 长 城 电 脑
（000066）8.8496 万 股 ，广 东 鸿 图
（002101）3万股，多伦科技（603528）1.2
万股，梅泰诺（300038）1.6万股。资金余
额 2771408.56 元，总净值 5819985.04
元，盈利2809.99%。

周二操作计划：城投控股停牌中，广
东鸿图、多伦科技、梅泰诺、长城电脑拟
持股待涨。 胡佳杰

在发布会现场，除了三枝富博，另一个
重量级人物无疑就是坐在一边，自称“野山
椒”，不苟言笑的今井诚，他将任伊藤中国事
业部部长，同时兼任成都伊藤洋华堂和北京
华糖洋华堂董事长。

2014年5月5日，今井诚被从成都派任
北京，担纲华糖洋华堂北京公司总经理。在
此之前，其是与现任伊藤洋华堂中国总代
表、成都伊藤洋华堂董事长三枝富博几乎同
时间到达中国的伊藤成都公司创业元老之
一，也是伊藤洋华堂成都公司创造零售奇迹
的核心运营人物。

“野山椒”是今井诚此前对自我管理风
格的评述，无疑，鲜辣火热的个性极为适应
火辣辣的四川成都市场，但此番北上，是在
伊藤洋华堂两度“调兵遣将”拯救业绩连年
下滑的华堂北京市场无效下的再出重拳。
不过，目前看来，伊藤洋华堂的经营重心已
经转入中国内陆地区。

时隔3年，今井诚再次回到成都市场，

出任成都伊藤董事长。他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成都伊藤上下已达成共识“要成为中国
NO.1零售企业，这是工作的职责所在。”今
井诚透露，成都伊藤将开出更多店铺，而位
于绿地468的购物中心，即成都伊藤的8号
店，将于明年秋季开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尚智 童
星燕 谭璩 摄影 雷远东

│掘│金│龙│虎│榜│

次新股引领反弹

5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热水器出故障
96111上门服务

2017年3月全国两会将在北
京开幕。A股历史上，市场在“两
会”前后，特别是召开前的一个
月，往往表现强势，被投资者称为

“两会行情”。据统计，2000年以来，沪指在“两会”召开前一个月内，
15次上涨，上涨概率88.2%；深成指上涨14次，上涨概率82.35%。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也不会例外。2月6日，星期一，市场上扬，
迎来了迟到一天的鸡年“开门红”，到收盘，沪指上涨0.54%，创业板指
更是大涨1.26%。

研究人士指出，今年的两会行情，市场资金将挖掘改革所带来的
机会。此外，基建建设、集成电路等行业，也有望迎来“两会”的政策
红包。

从今天开始，华西都市报推出系列报道，深度剖析“两会行情”所
蕴含的市场机会。而这些市场机会不仅是两会期间，有望贯穿整个
2017年。

“野山椒”今井诚回来了
明年成都将开第八家店

他被称为成都商业传奇
他所经营的卖场20年来一直被各大商场模仿学习

他从不习惯成都的辣，川菜的油，到最后成为一个地道的成都人喝茶、泡吧、耍农家乐

2017年伊始，日本7&I控股集团（HD）
发布新的人事变动，核心子公司伊藤洋华
堂的新社长起用现常务董事的中国事业部
部长三枝富博氏（67岁），龟井纯社长退任
为顾问。三枝富博升任日本伊藤洋华堂社
长，堪称为“火箭式”升级。

但是，此次人事变动是意外的。三

枝富博坦言，公司领导会更加青睐年轻
的人，自己却并不年轻。而为何会选择
自己作为社长，“三哥”也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成都是一个地域中心，但对日本
伊藤来说，这里相对偏僻。而我认为新
事物都是从相对偏僻的地方发源的。我
们在成都那么多年，一直不断思考将创
业的精神实施下去。之所以我被任命为
社长，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集团认为
我一直实践创业理念。”他说，自己将把
在中国实践的创业精神和经营哲学带回
日本。

升职秘诀
一直保有“创业”精神升任社长

三枝富博已在成都生活了20年，他喜
欢与成都人交流、体验地道的成都生活，业
余时间像成都人一样喝茶、泡吧，去农家乐
坐坐成为他融入成都生活的一种方式。“像
银杏、食画这些川菜馆子，菜品和味道都很
不错噢。”三枝富博称成都人性情温和，念
情、念旧，他非常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

“成都更像我的家，现在回日本才像出
差一样。”回想起初到成都，三枝最不习惯

的就是饮食，不适应成都的“辣”，不适应川
菜的“油”，他笑称：“中午都不知道去哪儿
吃饭”。而经过20年的成都生活，他已经是
半个成都人。

“我在这里 20 年了，这也是我的故
乡。而且我也获得了成都荣誉市民的称
号，对成都有很大的感激之情，我必须要
报恩才行。”三枝富博笑着说，今后自己同
时掌管中国事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会对
中国进行更多支援，人、物、钱方面都会进
行更多支援。“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我们会让成都员工去日本沟通交流。以
后也会为成都搭建与世界级企业交流合
作的桥梁。”

成都情缘
“成都更像我家，回日本像出差”

虽然伊藤的销售额已经达到850亿，但
是在利润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三枝
富博认为，现在日本伊藤却患上了大企业的
病，“并不是喝一些中药就可以治好，吃西药
也可能不会好，必须要实施外科手术了。”

在成都呆了20年，他坦言，中日两国在
零售业的竞争有很大的不同。例如面对市
场的变化，在日本只要努力迅速应对就可
以了。“只要去播种、接受日照不断耕耘，种
子就会发芽并获得果实。但是中国的变化
非常快，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去做出变化。”

对于中国的伊藤甚至所有的百货商超
而言，近年来最迅猛的变化之一无疑是电
商的兴起。三枝富博也承认，如今已经进
入了网络时代，现在二三十岁的人，早上一
开始没有手机网络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这
一季开始会认真投入电子商务的内容，当
然我们开展电商并不是抢夺别人的市场，
而是希望为3000万人次每年的流量提供
基于伊藤实体店的独有的商品结构和服
务，满足他们更多的需求。”

三枝富博透露，未来伊藤将开启食品
超市，市中心会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市场。
而同时伊藤大店也将进行改革，明年将首
次转战购物中心，“我们希望不断蜕变成为
沟通交流体，顾客来不仅是购物，同时也可
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企业药方
伊藤患大企业病要做外科手术

一号文件做先锋 引领“两会行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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