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新零售”主题升温
工银瑞信新蓝筹精准布局

近期，阿里、腾讯两大互联网巨
头纷纷进军新零售， 先有阿里入股
联华、欧尚，又有腾讯牵手永辉，带
动新零售板块持续升温。 部分提前
捕捉到市场机遇的基金业绩表现领
先， 如三季度末十大重仓股中持有
永辉超市的工银瑞信新蓝筹股票基
金，Wind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1
日，其近三个月净值上涨9.53%，显
著跑赢大盘逾10%。据悉，工银瑞信
建立了11个投资能力中心、18个研
究中心， 通过精细化分工合作不断
提升投研团队的整体战斗力， 建立
了覆盖境内外股票、 债券市场的全

面投资管理能力。

嘉实基金李化松：
A股市场将非常值得期待

在嘉实基金2017“回嘉”跨年
系列主题活动的主打环节———“回
嘉聊天室”第四期活动中，嘉实基金
研究部新能源研究小组组长、 嘉实
环保低碳基金经理李化松从经济基
本面并结合市场行情， 对当前热门
的环保主题投资机遇进行了深度剖
析。李化松指出，绿色中国和生态中
国建设， 把环保低碳发展摆在了更
为重要的位置。预计2019年有望迎
来新技术、 新产品突破带来新的投
资机会， 未来几年A股市场将非常
值得期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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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康农业发布的
2017年三季报，公司2017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99.65亿元 ， 同比增长
164.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411.79
万元，同比增长1.07%，公
司每股收益为0.00元。

尽管如此， 但是记
者查看其历年来的扣非
后净利润发现， 其已连
续5年是亏损状态。其中
今年三季报显示， 扣非
净利润竟然亏损高 达
2.21亿元。

实际上，大康农业上
市以来其业绩就表现得
非常不稳定。大康牧业于
2010年11月上市，其业绩
从 2007 年 的 净 利 润
1107.18万元稳步攀升至
2011年的5697.27万元 。
然而， 上市仅一年后，大
康牧业爆出亏损1897.67
万元，同比下滑133.31%。

2013年鹏欣集团入
主与创始人退出，公司业
绩迅速扭转，2014年公司
全年实现净利润1531.87
万元 ， 然而好景不长，
2015年再度亏损2930.31
万元。 神奇的是，2016年
公 司 的 业 绩 却 暴 增
360.12%，达到7622.33万
元。

虽然业绩波动非常
大，但公司股价却从2013
年开始上涨，最高累计涨
幅接近500%， 鹏欣集团
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大康农业12月21日晚间
公告，阿里及上海云锋新呈投
资中心拟通过增资的方式认
购公司控股子公司纽仕兰新
云部分股权，以加强纽仕兰新
云的供应链能力，增资完成后
阿里持有纽仕兰新云40%股
权、云锋持有纽仕兰新云17%
股权。

作为增资的对价，阿里向
纽仕兰新云缴付2.33亿元，云
锋缴付9883.72万元。 增资完
成后，公司对纽仕兰新云的持
股比例从85%下降到33%。

公告显示，纽仕兰新云主
要从事进口贸易业务，将原产
新西兰的乳制品在中国市场
的线上及线下销售。 公司称，
有意引进战略投资者，从而进
一步推动现有业务的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公司乳品
资源板块已初具雏形，公司目
前在新西兰直接拥有16个牧
场， 并托管鹏欣集团13个牧
场，公司未来将基于天然牧场
优势，加快产品研发，形成具
有新西兰基因的纽仕兰品牌
系列。

12月22日复牌后，大康农
业立即涨停，25日同样是涨停
收盘。然而，在此之前，大康农
业股价是一跌再跌，一度逼近
2015年的低点。如今借着阿里
概念能打一场股价“翻身仗”
吗？

2016年8月至2017年9月
份，大康农业在这段时间呈现
出非常小的波动幅度，总的涨
跌为近4%左右， 而且成交量
极其低迷，似乎市场已经忘记
这个被鹏欣系控股的公司了。

今年9月14日该股突然开
盘上涨超7%，而后一路走低，
最终以1.14%的跌幅收盘，当
天成交量也放出了天量。大康
农业的跌势也就此开启，截至
12月20日，该股累计跌幅超过
25%。

如果是9月14日买入的投
资者，且未卖出的话，那就损
失非常大。不过，好在阿里巴

巴入股子公司的消息一出，其
股价两天累计涨幅达到16%，
给那些坚守的投资者带来了
希望。

据大宗交易数据显示，当
天共有四笔大宗交易，成交价
格均为2.57元， 相比当日收盘
价低18.15%，总成交7659股，
总成交金额为1.97亿元。 记者
注意到，卖方均为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兴路证券
营业部。

另外，上述大宗交易的买
卖方也均出现在当日盘后龙
虎榜，按照同花顺显示，买方
中有多个为“一线游资”现身
龙虎榜前五买入，其中买入最
多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证券
营业部一次性买入了1.49亿
元。在一线游资正在介入的同
时，长期持有该股的资金正在
选择减仓。

近期， 广发银行财富管理及私
人银行团队在多个全国及国际比赛
中连夺七项大奖， 创下历史最佳成
绩，体现了行业及广大高净值客户对
我行理财师的认可，彰显了广发银行
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实力的提升。

出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我
国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市场连年高
速增长， 为发展财富管理及私人银
行业务提供了最佳沃土， 创造了巨
大的发展机遇。 专业理财师是财富
管理及私人银行业务的实施者与服

务者，客户需求巨大，历来是各家商
业银行“兵家必争之地”。

据悉，今年以来，广发银行零售
金融板块高度重视人才建设， 广发
银行副行长宗乐新多次参与零售金
融人才建设的规划与实施。 广发银
行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部负责人张
华表示，财富管理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高端专业人才的较量， 要将理财
师乃至私人银行家， 打造成为核心
竞争力。 ■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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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理财师连夺七项行业大奖

12月25日，华融湘江银行长沙
分行在星沙举办科技专业支行授牌
仪式，这意味着向科技型企业靠拢，
主动服务该领域中小微企业发展的
各个阶段， 已成为华融湘江银行长
沙分行科技金融服务的一大特色。

据介绍， 华融湘江银行星沙科

技专业支行将针对科技型企业“轻
资产、高成长”的发展特点，积极创新
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股权质押
贷款等一系列“弱担保、弱抵押”信贷
产品，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着力
打造专业化、 特色化的科技金融平
台。 ■王乐 潘海涛 经济信息

华融湘江银行科技专业支行落户星沙

近日， 阿里巴巴概念股又添一位新成员———大康农业。12月20日晚公
告显示，大康农业正与阿里巴巴及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签订《关于纽仕兰
新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前者子公司获后两者增资入股3.3亿元。

过去，凡是出现阿里入股的公司，都有一波相当可以的炒作。大康农业
也不例外，12月22日复牌后，其股价立即一字涨停，25日虽然盘中有瞬间打
开，但依然以T字形K线涨停。

■记者 黄文成

子公司获3.3亿元增资

复牌后连续两个涨停板

扣非净利润
连续亏损5年

大康农业日K线走势图。

大康农业牵手阿里系，股价两涨停
子公司获增资入股 乳品资源板块已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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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5日

第 2017352期 开奖号码: 8 5 5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685
632
0

1040
346
173

712400
218672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5日 第 2017151期 开奖号码
06 30 26
奖池累计金额 ： 0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15 07 19 18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11
321
768
9118
14193

5
0
7
16
219
381

0
28021
1920
200
50
10

858194

02

七等奖 99333 2585 5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