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万众期待下，9月11日， 以华夏上
证科创50成份ETF（以下简称华夏科
创50ETF） 为代表的首批跟踪科创50
指数的ETF产品正式获得证监会批
文。据悉，华夏科创50ETF将尽快启动
发售工作，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将正式
迎来通过ETF产品参与科创板投资的
科创板指数投资时代。

华夏基金是目前境内权益类ETF
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 连续16年
排名行业第一， 也是业内首家权益类
ETF管理规模超千亿元的基金公司。
截至今年 6月30日， 华夏基金ETF管
理总规模超1500亿元， 市场占比近
25%。 作为境内首只ETF华夏上证
50ETF的基金管理人， 华夏基金在
ETF投资管理领域已深耕16年， 积累
了丰富的指数投资管理经验。

■经济信息

首批科创50ETF获批
华夏科创50ETF蓄势
待发

2020茶博会收官
现场成交突破3亿元

在科创板开板一年之际， 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
布了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9月11
日， 跟踪该指数的华泰柏瑞上证科创
板50成份ETF重磅获批。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50成份
ETF拟任基金经理、华泰柏瑞指数投
资部总监柳军表示： 参与科创板投
资， 一方面是支持我国科技强国、创
新驱动战略的发展，支持科创企业做
大做强；另一方面也将助力投资者共
享科技创新带来的成果和红利，紧跟
时代潮流。

■经济信息

本报9月14日讯 今天
下午，2020第十二届湖南茶
业博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芒果馆）完美收官。在为
期4天的时间里， 吸引观展、
参会人员13万人次，1100家
参展企业现场成交总额达
3.338亿元。

据介绍， 今年湖南茶博
会与往期不同的是， 极大增
加了年轻群体的参与度，将
更多的关注点吸引至产品本
身，借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全
方位多角度的为参展商品宣
传、造势，为展商谋取最大化
的收益。 作为茶行业标杆和
文化IP， 湖南茶业博览会在
理念创新、展馆创新、形式创
新等方面有极大的提升。

在茶博会期间，“郴州福
茶品牌推介会”、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红茶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茶祖神农杯颁奖典
礼”、“湖南红茶”品牌高峰论

坛、 株洲茶祖三湘红品牌推介
会、瓷茶风云、湖南省茶业协会
茶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等47
场茶事、茶文化活动，以及组委
会重点推出的百名网红逛茶博
直播大型活动有效地吸引了市
民线上、线下同时参会、观展，
促进了展会现场签约与销售。
特别是网红直播带货， 线上观
众数量达1218万人次， 现场交
易额达317万元。

根据组委会统计，在为期4
天的时间里，吸引观展、参会人
员13万人次，1100家参展企业
现场成交总额达3.338亿元，其
中老一队莽山红茶现场成交就
超过40万元， 展会活动经贸签
约4.138亿元，签订意向性茶叶
购销订单达13亿元， 本届茶博
会成绩斐然， 为今年全国相关
展会树立了新的标杆， 再次刷
新了湖南茶博史新的进程。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刘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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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力量大？“鱼类零食第一股”上市
华文食品股价首日大涨 加上盐津铺子、绝味食品，湖南三大休闲零食品牌齐聚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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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首日大涨44.02%，
市值激增8.8亿元

华文食品成立于 2010
年， 注册地位于湖南岳阳市
平江县， 是一家以休闲食品
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核心的
现代化食品企业， 主要品牌
为“劲仔”，主要产品包括风
味小鱼、风味豆干等。

本次华文食品公开发行
股票不超过4001万股， 发行
价为5.02元/股， 发行后的总
股本为4.0001亿股。

A股主板、 中小板均有
上市首日最高涨幅44%的限
制。9月14日开盘， 首发上市
的华文食品涨势强势， 开盘
即大涨10%，达到6.02元/股，
由此触发盘中临时停牌机
制。上午10时，股票复牌，再
次一字涨停， 达到新股的最
高涨幅44.02%， 股价为7.23
元/股，并维持至收盘。

如果按照发行价计算，
华文食品上市前的市值约
20.1亿元， 随着上市首日股
价大涨， 公司市值达到28.9
亿元，一天增加了8.8亿元。

实际上， 食品板块是湘
股的一大特色， 也是热点之
一。

除了此次新上市的华文
食品，来自湖南的盐津铺子、
绝味食品两家休闲食品此前
已率先登陆A股。 截至2020
年9月14日收盘，盐津铺子的
股价为139.18元， 是目前湘
股板块股价最高的个股，今
年的涨幅达到291%，市值为
180亿元；绝味食品的股价为
78.88元， 今年的涨幅达到

72%，市值为480亿元。

今年已新增10家上市公
司，湖南迎来IPO大年

2019年12月5日， 省政府
官网公布了《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
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实施企业
上市“破零倍增”计划，加快推
动湖南企业境内外上市， 力争
到2025年，全省境内外上市公
司数量实现翻番， 达到200家
以上； 暂无上市公司的市州实
现零的突破等。

今年是湖南实施企业上市
“破零倍增” 计划的第一年，已
毫无悬念地将迎来一个IPO大
年。数据显示，湖南今年已新增
10家A股上市公司， 分别是和
顺石油、威胜信息、南新制药、
金博股份、 松井股份、 湘佳股
份、宇新股份、圣湘生物、安克
创新、华文食品。此外，由长沙
水业控股的北京上市公司惠博
普， 于2020年6月30日正式完
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注册地由
北京变更为长沙，“插班” 成为
一名湘股成员。截至目前，湖南
A股上市公司达116家，居全国
第10位、中部地区第2位。

湘企IPO的高光时刻是在
2017年，湖南共新增17家上市
公司， 创下年度新增上市公司
数量新高。湖南今年已新增10
家IPO上市企业，在科创板、创
业板均已全面推行注册制的情
况下，企业上市速度大为加快，
目前正在冲刺科创板和创业板
的湘企数量众多， 能否超越
2017年值得期待。

■记者 潘显璇

转让清单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在阿里淘宝资
产处置平台公开拍卖结果及与各债权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转让明细详见清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各债权受让方，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请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对应债权受让

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联系人：卜先生、苏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907180、0731-84907373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滨江道 189 号民生大厦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 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小微企业个人授信债权转让通知的公告

债权受让方
黄宏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朱桂平
朱桂平

朱桂平
饶筱婕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
庄庆思、许少怀、长沙市庄隆食品有限公司
王立举、王晓兰、长沙市大盛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张婉容、向科美、湖南颐源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邓晓峰、叶欢、湘潭市山里来绿色食品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向阳、魏建平、湘潭市美之源贸易有限公司
罗振强、于静

担保人
庄庆思
王晓兰

常铭、李战胜、龙燕娥
陈铷

魏建平
罗振强

债权转让日
2020/7/31
2020/4/29
2020/5/29
2020/6/28

2020/6/28
2020/8/31

借款人合同名称
《综合授信合同》
《综合授信合同》
《借款合同》
《综合授信合同》

《综合授信合同》
《综合授信合同》

借款合同号
931012014032133
972012016013453
172012014003558
972012014003472

972012014002673
931002017307304

担保合同名称
《最高额担保合同》
《最高额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
《最高额担保合同》

《最高额担保合同》
《最高额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号
931012014032133D0
972012016013453D0
172012014003558D0
972012014003472D0

972012014002673D0
931002017307304-1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50成份ETF重磅获批！

吃货的力量有多大？9月14日，“年销12亿
包劲仔深海小鱼”的华文食品正式在深交所中
小板挂牌上市，沪深两市迎来“鱼类零食第一
股”。由此，盐津铺子、绝味食品、华文食品三家
湖南休闲食品上市公司齐聚A股。

9月14日，湖南茶博会圆满落幕，4天共吸引观展、参会人员13
万人次。图为湘西黄金茶展区一览。 记者 丁鹏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