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收麦浪迎来八方宾客，制
曲醇香弥漫赤水郎乡。6月25日，
郎酒端午制曲祭典仪式在郎酒庄
园隆重举行。上午9点29分，9响
礼炮鸣响，祭典仪式正式开始。

祭拜制曲始祖牌位、宣读祭
典颂文、请授母曲、播曲、润曲
……董事长汪俊林拌曲，拉开郎
酒2020批大酿造生产序幕。

二郎镇党委书记梅猛，郎酒
集团党委书记李明政，郎酒股份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厂公司总
经理蒋英丽等300余人参加祭
典。祭典活动通过人民网、新浪
网、四川观察、泸州日报、直播泸
州、郎酒官方直播间等平台进行
了全国直播。

顺天应时恪守古法
端午祭典盛大举行

端午制曲，重阳下沙，这是
郎酒人酱酒酿造的绝佳法门。
顺天应时，遵循古法，端午制曲

祭典，是郎酒人对传统工艺的恪
守与传承。

“郎酒的工艺根植于24个节
气，郎酒是依时季而做的自然产
品。以一年为期，端午制曲、重
阳投粮、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
次取酒是郎酒生产工艺的特点，
其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是端午
制曲与重阳投粮。”李明政介绍
郎酒的工艺特点。

祭拜仪式开始，国家级非遗
项目“古蔺郎酒传统酿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蒋英丽首先率酿
酒师祭拜“制曲始祖牌位”，净手
敬香，感谢先祖创制了郎酒独特
的酿制技艺。

宣读完祭典颂文之后，蒋英
丽与郎酒股份常务副总工程师
沈毅一起请授母曲，播曲、润曲
后，董事长汪俊林上台拌曲，开

启郎酒2020批酒的生产序幕。

曲乃酒之骨
彰显工匠心

曲乃酒之骨，酒曲的优劣直
接关系着基酒的品质。

制“好曲”是制曲工人们最
重要的使命。祭典仪式上，郎酒
厂公司二郎基地总经理助理、酿
造部部长刘静带领制曲工人们
宣誓：“恪守工艺，铭记于心……
追求卓越，永葆匠心。”

郎酒庄园夏季湿热程度远
超其他地区，尤为适合空气中的
微生物生长繁殖，有助于丰富酱
香的层次感。

制曲车间内，今年新收割的
小麦已经进行润粮、磨碎，郎酒
人恪守古法工艺，播曲、润曲、拌
曲、装框、踩曲，几分钟后，一块
呈龟背状的酒曲就踩好了。董
事长汪俊林上前检验了今年生
产的第一批酒曲并参与覆草，郎

酒2020年制曲工程全面开启。

酱香因子生成
拉开酿储大幕

端午制曲，只是郎酒新一年
酿酒盛事的序曲。由此生成酱
香因子为发端，郎酒独特的“生
长养藏”酿储大幕缓缓拉开。

一粒粒川南黔北的独特米红
粱从重阳开始投粮，以酒曲为引子，
还要经历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
取酒，历时一年，原酒才可出世。

此后，原酒还要经历露天坛
储、山谷罐储、室内坛储、天然洞
藏四种不同形态的储存修炼，历
经至少七年光阴，才可修炼为一
滴醇香的青花郎。

2020年，随着郎酒天宝洞
休闲度假酒店落成，体验式营销
广泛开展，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来到郎酒庄园品酒度假，享
受美好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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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精选层开板进入“读秒”阶段
端午无休

挂牌审核加速推进
2019年10月，新三板全面

深化改革启动，其中最让市场
瞩目的是增设精选层，形成“基
础层-创新层-精选层”三层市
场结构，以及建立了精选层转
板机制，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有机联系。

“通过本轮改革，新三板市
场定位将更加清晰，市场结构
更加完备，对不同类型、不同发
展阶段的企业进行差异化服务
和监管，更加符合中小企业特
征和发展需求，新三板服务实
体经济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中
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说。

6月25日，新三板挂牌委在
端午节继续加班，举行了第12
次审议会议，审议通过鹿得医
疗、凯添燃气两家公司。至此，
精选层过会公司增至24家，其
中15家已获证监会核准。与此
同时，申报精选层挂牌公司热
情不减，6月份有9家申报公司
获受理。

“企业踊跃申请登陆精选
层，一部分是在现阶段发展急
需一定规模的融资，以确保及
时抓住眼前的商业机会，另一
部分则是把眼光放在一年后转
板机会，想踩住当前的市场节
奏 ，分 享 资 本 市 场 改 革 的 红
利。”财通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
理、保荐代表人戚淑亮说。

7月中旬
首批公司集体挂牌
精选层挂牌审核加速推

进，受理企业成色如何？“精选
层受理企业虽在规模、盈利能
力、科技含量等方面与科创板、
创业板尚有一定差距，但其同
样具有较好的成长性，而且不

乏众多细分行业龙头。”开源证
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孙金
钜表示，结合当前新三板流动
性不足导致的估值抑价，精选
层具有较好的投资性价比，同
时蕴含着挖掘优质成长股的机
会。

目前，多家企业已正式启
动股票公开发行承销工作，其
中首批过会的颖泰生物、艾融
软件率先完成询价，7月1日将
正式进行网上网下申购。业内
人士预计，精选层有望在7月中
旬开板，届时首批公司将集体
挂牌交易。

随着精选层挂牌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打新”成为当前市
场关注热点。须注意的是，精
选层“打新”对持仓市值没有要
求，采用全额申购、比例配售规
则，新股中签率较A股有所提
升。多家证券机构提示，网上
投资者应采取集中资金、尽早
申购策略，以便最大限度获得
所看重的新股。

公募基金
提前“卡位”新三板
与此同时，公募基金已早

早“卡位”，首批可投资于新三
板精选层的6只基金中，华夏、
汇添富、富国、万家和招商5家
旗下基金已提前结束募集。其
中，华夏成长精选6个月定开混
合“一日售罄”，在6月10日开售
当日认购金额超30亿募资上
限。

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付延
平表示，新三板挂牌公司整体
估值较低，精选层及转板机制
的建立，对新三板中存在的优
质高成长性公司是重大利好，
让跨市场的估值差价具有较高
的投资吸引力。可以预期，在
精选层正式开板后，市场活跃
度将大大提高。

戚淑亮指出，本轮各项改
革措施的推出仅是全面深化新
三板改革的起点，未来新三板
还应根据中小企业的需求和特
点，优化优先股、可转债，研究
推出可交债、员工持股计划、股
权激励制度，并完善并购重组
制度设计等。因为目前来看，
新三板市场已经成上市公司的
重要“储备池”，需更好发挥在
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承上启下作
用。 据新华社

美国微软公司26日宣
布，将永久关闭其全球实体
店铺，把零售业务转移到线
上。

受新冠疫情影响，微软
自今年3月起临时关闭所有
实体店。微软在全球约有
100家实体店，其中绝大多
数位于美国本土。实体店
主要展示和销售笔记本电
脑等硬件产品。

微 软 当 天 发 表 声 明
说，公司将采取新的零售
策略，未来继续投资于线
上商店，每月在全球190个

市 场 为 超 过 12 亿 顾 客 服
务。公司还将打造四家体
验中心，利用分别位于纽
约、伦敦、悉尼以及微软总
部所在地华盛顿州雷德蒙
德市的四家实体店铺改造
而成。

微软还表示，关闭实体
店预计将耗资4.5亿美元，
但公司不计划裁员。

有行业人士指出，微
软关闭实体店也是由于其
推出的Surface平板电脑等
产品在消费市场上反响平
平。 据新华社

微软宣布将永久关闭实体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越熙）6月27日上午，瑞幸
咖啡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声
明称，将于6月29日在纳斯
达克停牌，并进行退市备
案。

瑞幸咖啡表示，在国内
消费市场方面，瑞幸咖啡全
国4000多家门店将正常运
营，公司衷心感谢广大消费
者的支持厚爱，并再次为事
件造成的恶劣影响向社会
各界诚挚道歉。

据瑞幸周五公告称，已
于6月24日向纳斯达克撤回
了听证请求，不再寻求撤销
或搁置交易所的退市决定，
瑞幸咖啡将于6月29日停
牌。受此消息影响，瑞幸咖
啡美股周五数度触发熔断，
收跌1.38美元/股，股价创
新低，较上市定价17美元跌
去92%。

在周五盘后，瑞幸咖啡
发布关于要求董事长陆正
耀辞职建议的公告称，董事

会将于7月2日举行临时股
东大会，讨论关于撤销陆正
耀董事长职务的提议。而6
月27日凌晨，瑞幸咖啡发布
的另一份公告显示，董事长
陆正耀提交议案要求罢免
独立董事Sean Shao（邵孝
恒，主导调查瑞幸咖啡财务
欺诈的特别委员会主席），
而董事会却决定建议股东
投票反对罢免邵孝恒，这意
味着多数董事与董事长陆
正耀在这一事情上发生了
分歧，瑞幸的“内斗”已逐步
公开化。

6 月 23 日 ，因 未 能 提
交年度报告，瑞幸咖啡收
到纳斯达克的退市通知。
瑞幸咖啡表示，公司一直
在努力探索尽快提交年度
报告的可能方法。但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
财务报表编制流程延迟以
及先前披露的内部调查的
悬而未决，公司无法提交
年度报告。

瑞幸“内斗”公开化
6月29日停牌并进行退市备案

自6月10日新三板
首届挂牌委“开考”以来，
截至6月25日已密集召
开12场审议会议，通过
24家精选层申报企业，
跑出独有的“精选层速
度”，让新三板精选层开
板进入“读秒”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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