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11月6日上午， 益阳南县稻虾米·小龙虾品牌推广新闻发布
会在长沙召开。图为南县小龙虾及稻虾米。 记者 石芳宇 摄

力合科技

11月A股迎来开门红，部
分Smart�Beta策略ETF盘中
净值创新高，其中独家跟踪深
证红利指数的工银瑞信深证
红利ETF（159905）11月1日大
涨约3%， 净值再创历史新高，
并且深证红利指数表现大幅
跑赢市场主要宽基指数。

深证红利指数兼具成长

和红利的双重优势， 集中了在
深交所上市的家电、白酒、农林牧
渔等龙头上市公司，是配置消费
类龙头的最佳标的。随着龙头企
业的资金优势不断累积、规模效
应持续加强，龙头企业的基本面
业绩得以延续，深证红利指数重
仓各行业龙头企业，必在龙头
行情中率先受益。 经济信息

今年前10个月，A股表现
可圈可点， 上证指数上涨
17.45%、沪深300上涨29.1%。
据媒体报道，公募基金的表现
更胜一筹， 主动股票型基金、
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涨幅
分别为36.73%、35.94%左右。
融通基金旗下4只基金收益超
过60%，表现突出。

近年来，融通基金权益投资

能力稳步提升，2018年在全行业
位居前24%分位，截至10月底，位
居前20%分位。业绩提升主要源
于融通基金重视基金经理和研
究员的能力培养， 持续推进投
研一体化建设、 基金经理的能
力组合建设、 基于公共组合的
行业比较方法论等， 投研体系
不断丰富和完善， 整体团队投
研水平持续提升。 经济信息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上
午， 益阳南县稻虾米·小龙虾品
牌推广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通过种养加工销售一体化升级，
“南县稻虾米”“南县小龙虾”品
牌正做优做响。就在最近，“南县
稻虾米”捧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博览会金奖。

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是享
誉全国的“鱼米之乡”。这里既是
种植绿色水稻的理想之地，也是
养殖小龙虾的理想之所。近年来，
南县大力推广稻虾生态种养模
式， 目前全县稻虾生态种养面积
已经发展到55万亩。 该县与省农
科院、湖南农大等7家科研院所深
度合作，优化种源建设，建立了小
龙虾繁衍种养基地1000亩，利用
原种建立良种养殖基地2万亩。全
县年产小龙虾9万吨、优质稻虾米
27万吨，综合产值达130亿元。

自去年12月以来，南县以打
造国家地标产品品牌为抓手，通
过组织各项活动， 动员各方力
量，整合多方资源，大大提高了
南县的知名度、吸引力和“南县
稻虾米 ”“南县小龙虾” 的品牌
价值。今年4月，南洲镇小龙虾小
镇被授予首批省级特色产业小
镇，成为湖南省12个省级特色产
业小镇之一；5月，“南县稻虾米”
通过欧盟检测，成功取得海关备
案， 具备销往海外资质；7月，南
县被中国水产品流通与加工协
会命名为“中国生态小龙虾之
乡”；９月，“南县稻虾米”获2019
年度粮油明星品牌；10月，“南县
稻虾米”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
览会金奖。 ■记者 石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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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 适逢全国民营企
业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中国民
生银行借力供应链金融，在京隆重
发布“备货通”品牌，以实际行动支
持民营企业经济转型发展。

当天下午， 民生银行在北京
民生现代美术馆正式对外发布
“备货通” 供应链金融服务品牌。
该品牌下的一系列供应链金融服
务就是针对大消费行业核心企业
和下游分销商， 助力其在“双十
一”、“双十二”、元旦、春节等消费

旺季， 解决分销商备货融资及相
关的金融需求， 从而拉动生产经
营销售链条的快速增长， 助力消
费行业健康发展。

“供应链金融是我们服务民
企的重要手段和发力点。”民生银
行行长郑万春在致辞中说， 该行
适时推出“备货通”品牌与服务，
旨在针对客户经营模式、 采购销
售节奏的变化， 借助金融科技手
段， 为广大消费行业企业提供线
上化、智能化、场景化的综合金融

服务。
据介绍， 此次品牌发布会活

动主题为“民生备货通，赢战消费
季”，意即助力大消费行业中小企
业能在消费旺季中赚得“盆满钵
满”。 同时，该品牌服务重点聚焦
白酒、服装、电商、家电、汽车、物
流等 6 大行业，重点支持 120 余
家核心企业与 6000 多家链上中
小企业，专项投放支持约 200 亿
元。在金融服务上，也突破传统模
式，配套以高度线上化产品体系。

这也是民生银行自 2018 年 5 月
成立供应链金融一级部门以来，
加速摸索和快速布局下的成果。
此举也彰显了该行在民企战略服
务中的信心、决心和能力。

民生银行副行长石杰、 中国
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白瑞明等也
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同时，民生
银行还在现场分行业、 分区域通
过全流程、线上化的展示，向与会
的 100 余家企业客户代表进行
了金融服务方案的详细演示和重

点推介。
民生银行供应链金融事业部

总经理屈霆表示， 民生供应链金
融以“产融结合，科技驱动”为理
念，以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
技术为支撑，携手消费行业龙头，
聚焦消费分销场景， 通过行业细
分、场景细分、客户细分、创新服
务，共同促进消费，优化消费者体
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服务更
多的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做出更
多贡献。 经济信息

民生银行发布供应链金融“备货通”品牌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
记者从中南二手车商会秘书
长处获悉， 根据车管所上牌数
据，今年前三季度长沙二手车交
易量为19.5万辆， 同比增长
11.4%， 预计全年交易量可突破
25万辆， 其中长沙约占全省的
三成。

在新车销量出现明显下
滑之时，为何二手车市场仍呈
现较快增长？中南二手车商会

秘书长汤涛表示，相比发达国
家二手车交易量是新车的2倍，
我国二手车交易量还不到新车
的1倍， 因此虽然新车出现大幅
下滑，但二手车仍然保持较快增
长。此外，受二手车“国八条”等
政策促进影响，二手车市场也得
到相应的提振。“以前二手车入
迁湖南有过户限制，现在只要是
能通过年检的都上牌了。”

■记者 胡锐

力合科技的顺利上市，让湖
南A股上市公司数量增至105
家。 从湖南证监局官网公布的
《2019年10月湖南省拟上市公
司报备情况表》来看，目前湖南
还有30家拟在A股上市的企业。

其中，威胜信息冲刺科创板
已于10月份顺利过会，并提交了
注册，正在等待注册结果，从科
创板的上市速度来看，威胜信息
年内大概率会正式挂牌上市，成

为湖南科创板第一股。
和顺石油、湘佳牧业、宇新

能源、安科创新、华文食品、族兴
新材、南新制药、金博股份、松井
新材等9家企业已经递交了申报
材料，处于“在审”状态，并且南
新制药、金博股份、松井新材都
是瞄准科创板。

已经在港交所上市的远大
住工， 实际上也有意申报科创
板，目前处于“待申报”状态。

加速冲刺！湖南一天增两家上市公司
力合科技登陆创业板，成今年首家A股上市湘企；远大住工港交所挂牌，创下两个“第一”

11月6日，湖南资本市场双喜临门：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
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 成为今年首家A股上市的湘
企，也让湖南A股上市公司数量增至105家；长沙远大住宅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则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成为今年首家在
香港上市的湘企。

■记者 潘显璇

资料显示， 力合科技成立于
1997年，位于长沙高新区，是一家
环境监测仪器制造商。 公司以自
主研发生产的环境监测仪器为
核心，为客户提供自动化、智能
化的环境监测系统及运营服务。

招股书显示，2016年至2019
年上半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68亿元、3.69亿元、6.13亿元、3.63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5323万元、
7763万元、1.8亿元、1.21亿元。

力合科技的证券代码为
300800，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
本为8000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为2000万， 发行价格
50.64元 /股， 发行市盈率为
22.99倍。

当天，力合科技在二级市场
的表现十分给力， 开盘即大涨
10%，按照规定在盘中临时停牌
后于10时00分01秒复牌， 之后
达到新股44%的涨停幅度，报收
于72.92元。

如果按照发行价计算，力合
科技上市前的市值约40.51亿
元，而上市首日股价大涨，公司
的市值变为58.34亿元， 一天增
加了近18亿元。

上市首日市值增近18亿元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首只港股

远大住工成立于2006年，
是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中首家
完整运用全流程数字信息化体
系的PC生产设备企业， 提供全
球化、规模化、专业化及智能化
装配式建筑制造和服务。此次成
功上市，远大住工既是今年第一
家在香港上市的湘企，也成为了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香港IPO
第一股”。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远大
住工募集的资金约为10.729亿
港元，其中约45%用于拓展公司
的PC构件制造业务； 约20%用

于拓展海外市场，建立面向海外
市场的技术及生产中心；约15%
用于发展和拓展公司智能装备
业务；约10%用于发展和打造装
配式建筑产业智能服务平台；约
10%用作营运资金及其他一般
公司用途。

远大住工的证券代码为
02163，发行1.21亿股，发售价为
每股H股9.68港元。当天远大住
工在二级市场的表现比较平淡，
开盘出现了破发，但没多久就反
弹拉升，截至收盘，报收于9.67
港元，微跌0.1%。

年内有望迎来首只科创板湘股

远大住工

上市冲刺

长沙二手车交易全年或超25万辆

工银深证红利ETF净值再创历史新高

融通基金旗下4只基金业绩回报超过60%

生态种养，南县稻虾米
走向海外捧回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