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4日，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
馆内，飘散着一股浓重的麻辣川味。依
托第六届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由
四川省商务厅主办的2017年“川货全国
行·广州站”活动也拉开序幕。200余家
四川食品食材企业、40余家川茶企业组
团亮相展会。

多种方式提升川货市场占有率
和知名度

今年的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
上，由200余家四川食品食材企业和40
余家川茶企业组成的四川团，是本次展
览会最大的展团。

据了解，“川货全国行·广州站”活
动已经连续举办4年，四川企业也已是
第三次参加广州食品食材展览会。四
川省商务厅副巡视员计小帅表示，广州

是对外开放前沿城市，希望借助这一优
势，通过商品展销、市场考察、需求对
接、品牌推广等方式，提升川货在华南
地区、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知名度。

本次“川货全国行·广州站”活动，将
集中展销酒类、茶叶、调味品、农副土特
产品、休闲食品等8大类上千种四川名
优食品食材。除此之外，还将举行四川
食品食材采购配对会，与当地厂商对接。

计小帅介绍，助力脱贫奔康也是本
次活动的应有之意。“共有52家参展企
业来自省内22个贫困县，占企业总数的
四分之一。”计小帅说，这些企业走出四
川相对较少，通过参加展会，让外界了解
四川产品，“同时帮助当地贫困户增收”。

企业通过川货全国行签下数十
万大单

来自达州大竹县的四川巴野飨已是
第三次到广州参展，这一次公司负责人谭
连福带来了20多个品种的猪肉产品。谭
连福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他的猪肉产品

价格卖到了全国前十，“160元一斤”。
“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生猪品种，生

长速度很慢，个体也不大，而且是放养
的。”谭连福说，通过川货全国行活动，自
己的产品市场认可度越来越高。尤其是
散装的广味香肠，“不加辣椒和花椒”，适
合广东人的口味。他也在活动中签下了
不少订单，最大的达数十万元。

实际上，不少四川企业都进行差异
化生产，为的是满足不同地区消费者的
需求。眉山市的彭山串根香是一家生
产火锅底料的企业，销售负责人陈杰告
诉记者，这次带来的产品也进行了调
整，用的都是辣度最低的辣椒，“不同于
四川火锅的麻辣口味，更偏重于原味”。

除了肉食品和调味品，41家川茶
企业也前来参展，其中不少以藏茶为
主。专门生产藏茶的雅安茶厂股份有
限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470年前。
这一次也带来了近20个品种的藏茶，
向广州市民展示。

川货全国行不仅参展还将连通
消费终端

据了解，从2017年起，川货全国行
活动将不断加码。计小帅介绍，从今年
起，川货全国行从单纯的参加展会、推
广品牌，转变为直接进入商品流通主渠
道，通过“进市场、进商超、进商圈、进餐
企、进展会、进网络”，跟消费终端联系
起来。

就本次“川货全国行·广州站”活动
而言，除了组织四川企业参加2017世
界食品广州展，还将组织四川茶企走进
广东奔富茶叶交易广场，并考察广州芳
村茶叶批发市场，让两地客商面对面。

“随着物流条件的改善，四川优质农
产品不再停留在深山，也要进入大城市。”
计小帅说，通过川货全国行活动活动，企
业间可以进行更好地交流，“企业可以开
拓眼界，增强市场观念，以便指导生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兴
生 广州报道

240家四川农产品企业亮相2017世界食品广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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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1个多月的深度改
造升级，苏宁春熙路云店今日
焕新开业。除了在购物模式上
带给全城消费者颠覆性的体验
以外，开业期间，苏宁将“壕”砸
千万级别的让利补贴，并有众
多新奇特商品放量惠卖。

特惠：
满千返200 购物享三零分期

在开业期间，苏宁春熙路
云店将给出全场满 1000 返
200的超给力整体让利力度；
其次，只要购物满一定金额即
可获赠高价值实用好礼，其中
购物满4618元即送价值1999
元的惠而浦扫地机器人、购满
9618元即可获赠价值4999元
的惠而浦空气净化器。同时，
购物即有机会赢取幸运大奖，
一等奖可以获得价值2999元
的免单大奖，二等奖则可获得
极具收藏价值的金钞一张。

此外，为了免除消费者购
物的后顾之忧，开业期间，消费
者使用苏宁任性付购指定商
品，可享 3期/6 期/12 期零首
付、零利率、零手续费优惠！

特价：
单品云集、奇趣新奇特放量惠卖

此次苏宁春熙云店开业，
不但在整体活动力度上进行补
贴，针对热门畅销单品，也是下
足了功夫，将推出大量的抢购
及特价机型。比如 iPhone 7
32G开业抢购价只需要4599
元，康佳55寸4K超高清智能
网络LED开业价 2699元，美

的 8KG 滚筒洗衣机开业价
2698元，美菱565升对开门冰
箱 2899 元，方太烟灶套餐
EMQ2T+HA6B开业价5998
元……

在“ 新 奇 特 YOUQU 优
趣 ”产品专区，各种充满创意
的新奇特智能产品也将抱团给
出开业让利，其中将不乏108
元ES花香吹风机、199元的催
眠大师 S1睡眠监测智能枕、
499元的5D超引力磁悬浮蓝
牙音箱、1499元的AR早教机
器人、1799元的松鸟智能平衡
车、1999 元的九万里智能锁
XW100……

特色：
学摄影、玩游戏、看萌狮

苏宁春熙路云店开业期间
还将推出摄影课堂、餐饮课堂
互通讲座；在电子竞技场地，电
玩高手可以现场切磋；在摄影
课堂，职业摄影师将传授给你
实用易懂的摄影技巧，让您秒
变摄影达人。

新闻链接：
苏宁发起“共享图书计划”

近日，苏宁易购发起“共享
图书计划”公益活动。在成都地
铁和苏宁门店，苏宁设置了图书
募集专区，您可以将自己想要分
享给别人阅读的书带到这里。
在第二阶段的共享时刻，通过电
商包裹和快递的协同，这些募集
到的书籍同商品一起进行包装
投递到其他的用户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陶颖

国金证券：华贸物流（603128）

投资要点：公司在传统货代、特
种物流以及跨境电商领域前景广阔，
未来业绩高成长确定性高。其中，公
司盈利主要来源即是国际货代业务
为核心的跨境综合物流，货代综合排
名已进入全国前十，多元化物流格局
初现，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坚定并购
发展战略，积极外延扩张。预计公司
未来三年业绩CAGR将达到32.5%，高
成长预计将带动估值提升。

投资评级：预测公司2017-2019
年EPS分别为0.36元/0.44元/0.52元，
对应PE分别为23倍/19倍/16倍，维持

“买入”评级。

西南证券：长春高新（000661）

投资要点：公司是国内生长激
素龙头，粉针剂型为国内第一家，独
家水针剂型为亚洲第一家，独家长
效剂型为全球第一家，形成了低中
高不同层次搭配的全球最强生长激
素产品梯队。随着新适应症和新独
家规格的获批，公司生长激素有望
进一步发力。此外，公司是研发驱
动创新型企业，每年研发费用都保
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占营收比例
持续提高。

投资评级：预计2017-2019年
EPS分别为3.77元、4.93元和6.27元，
对应当前股价PE分别为33倍、25倍
和20倍，预计未来三年归母净利润
将保持30%的复合增速，维持“买入”
评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白兰

苏宁春熙云店全新场景式购物
今日盛装揭幕

两市“一元股”增至5只
扎堆ST板块

6 月 14 日，新都退再次跌
停，报1.83元。这已经是

公司股价自5月24日复牌以来的第
14度跌停，在股价创下新低的同时，
两市的“一元股”也扩充至5只。

面对新都退的“断崖式”暴跌，
成都股民何先生将手中的一只 ST
股票悉数抛售，并将它从自选股列
表中删除，“买ST股，一般都是预期
重组，但现在来看这类股的风险较
大。”何先生说。

近期A股市场出现一股“兜
底增持”风潮，不少上市公司实
控人发布公告，喊话员工增持，

“亏了算我、赚了归你”。据不完
全统计，6月2日至13日，已有
包括科陆电子、星辉娱乐、青岛
金王等在内的26家上市公司发
布“兜底增持”倡议公告，一般
是鼓励公司员工在公告后的一
周内增持并承诺兜底，骅威文
化甚至还承诺“10%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发布
兜底式增持公告的上市公司，
其实际控制人大多有大量股份
处于质押状态。如星徽精密实
际控制人星野投资共质押公司
股份68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2.67%。

记者从深交所上市公司处
获悉，深交所近期下发通知，加
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向公司员工发出增持倡
议书的信息披露等。

通知中，深交所要求上市公
司应当披露增持主体、增持期限、
兜底条款等具体内容；披露倡议
人补偿员工持股亏损的具体实
施细则；披露员工购买公司股票
的资金来源以及取得相关股份
的表决权归属；应充分提示大股
东质押风险、股价波动风险等。

随后，不少上市公司发布
“补丁”公告。如罗牛山、国际
医学等公司发布了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向全体员工发出增
持公司股份倡议书的补充公
告，对市场关心的“员工因增持
股票产生的亏损”“补偿资金来
源”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我们认为‘兜底增持’是
一种带有‘忽悠’性质的增持行
为，且一些上市公司的‘兜底增
持’动机或不纯。”东方财富证
券分析师戴彧表示，从近期兜
底增持概念股的表现来看，板
块资金流出居前。 据新华社

部分兜底增持动机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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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退复牌14跌停
今年5月 16日，深交所对*ST

新都作出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2017年退市第一股诞生。

深交所称，*ST新都股票将自
2017年 5月24日起进入退市整理
期，交易30个交易日，股票的证券简
称将变更为“新都退”，股票价格的
日涨跌幅限制为10%。退市整理期
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将对公
司股票予以摘牌。

截至6月14日，在这14个交易
日中，新都退均以跌停报收。股价
从10.38元/股一路跌至如今的1.83
元/股，创下公司股价的历史新低。
同时，也成为两市第5只“一元股”。

据悉，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
期届满后的45个交易日内，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
转让。

ST成“一元股”集中营
除新都退外，两市目前还有4只

“一元股”，均来自ST板块，即*ST海
润、*ST锐电、*ST重钢和*ST新亿。

“一元股”扎堆的背后，ST板块
行情惨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ST
板块累计下跌近13%。个股方面，
仅*ST天仪、*ST钒钛、*ST建峰、
*ST金宇和*ST弘高5股实现上涨，
*ST昌鱼等64股都全部下跌，占比

超过八成。其中，*ST昌鱼、*ST宝
实、*ST 准油等 10 股新年跌幅超
50%。

在业内看来，ST股遭遇“弃购”
与去年9月出台的《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修订版密切相
关。今年以来ST板块中15家公司
披露了重大重组事项的最新进展，
但尚未有成功案例。从目前来看，
新规在治理重组乱象，遏制对壳
资源的投机炒作方面取得了显著
效果。

新股发行持续推进
在重大资产重组趋严的同时，

新股的审批与发行持续推进。今年
以来，截至6月14日，已经有226家
新股上市，合计募集资金超千亿
元。新股发行的加快使一部分原本
计划借壳上市的企业开始转战IPO。

在终止了与西藏旅游的重组
后，今年3月拉卡拉在证监会网站进
行了 IPO 预披露，拟发行不超过
4001万股，目标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同样，曾欲借壳昆百大A的周大生
珠宝也正在排队中，积极谋求IPO。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
所长董登新表示，为了让更多以ST
公司为代表的“垃圾股”顺利退市，
需要开IPO大门，堵“借壳”“买壳”
的后门。

来自证监会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 6月 8日，受理首发企业 578
家。其中，已过会52家，未过会526
家。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
488家，中止审查企业38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