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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报收官
传统产业景气回升

三季报披露10月31
日收官， 在已经披露了
三季报的 2733家公司
中，传统行业中的钢铁、
农林牧渔、 综合类公司
的利润非常喜人， 整体
利润均实现翻倍增长。

农林牧渔板块中三
季报利润出现大幅飙增
的公司不胜枚举， 目前
已公布的 42份三季报
中， 有34家公司前三个
季度净利润同比实现增
长，17家公司利润增速
翻倍; 增势最猛的新五
丰、 仙坛股份利润分别
大 增 2212.43% 和
1147.86%。其中，新五丰
将业绩增长原因归结为
2016年1-9月生猪价格
持续维持在高位； 仙坛
股份则是饲料原料价格
大幅下降导致商品代肉
鸡饲养成本降低， 以及
鸡肉产品价格逐步回升
所致。

在钢铁板块中，公
布三季报的15家公司强
势扭亏， 相比2015年同
期， 整体业绩大幅增长
了1408.79%。 钢铁板块
的经营情况出现明显的
改善， 应与今年钢铁价
格大幅反弹有关， 而除
了钢价的上涨， 各大钢
企面对行业寒流采取的
不同“节流”与“调整”措
施也是功不可没。

众东国际公寓
产品亮相

10月30日，众东国际·恺信酒店
公寓产品推介会在长沙启幕，30余
名与会者现场表达了认购意向。

酒店运营商恺信亚洲管理集团
运营总监Mr.Stan介绍，众东国际是
湖南同发地产20年深耕长沙的“城
心”之作，雄踞绝对城央位置———芙
蓉中路识字岭， 推出的高端公寓物
业填补了芙蓉中路全新精装公寓这
一市场空白。

据了解， 恺信亚洲管理集团源
自英国，2007年进入中国，集团旗下
拥有国际服务式公寓、 创新酒店式
公寓、精品度假村、高端行政公馆等
多个品牌。2016年4月，在中国酒店
星光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中国最佳
服务式公寓运营商”和“中国最佳酒
店式公寓品牌”。 ■卜岚 邓涛

近日， 隆平高科公告前三
季度业绩时， 一同公告了一系
列收购公告。 一是收购广西恒
茂在水稻种业上进一步布局；
二是与安徽江淮园艺签收购协
议， 推动公司蔬菜种子业务进
一步发展。 这个背靠中信集团
的企业，其“外延并购”的步伐
是越走越快。

扣非净利增长36%

数据显示，隆平高科2016
年前三季营收10.4�亿元， 同比
增长17.8%； 归属净利润1�亿
元，同比下降24.1%；但扣非后
的净利润8638�万元，同比增长
36.1%，每股收益0.08�元。

市场认为， 隆两优和晶两
优系列产品的良好市场表现是
前三季扣非净利增长主因。

另外， 公司三季度末的预
收款共计4.23�亿元， 较年初大
幅增加63%， 体现出公司在
2016/2017销售季的强劲开
局。 中金公司认为公司原有稻
种推广面积基本保持稳定，增
量将更多源自新品种隆两优、
晶两优系列。

值得注意的是， 前三季度
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
同比大幅增长53.3%、34.2%。

拟水稻种业全产业链覆盖

隆平高科加快主业内生发
展之外， 在外延并购上的步伐
也在加快。

根据公告， 公司拟以2.11
亿元收购广西恒茂51%股权。
资料显示， 广西恒茂是广西首
家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种
企。长江证券研究员认为，本次
收购有助于两家种企在品种、
生产和营销策略等领域展开合
作，共同开拓当地种子市场，进
一步提高隆平在广西、 江西等
地的市占率。

而与广源种业合作成立合
资公司， 则是利用双方优质资
源和产业优势， 联合开发东北
种业市场， 隆平高科可以弥补
东北粳稻等领域的空白， 实现
水稻种业全产业链覆盖， 夯实
行业领导地位。

发力果蔬种业市场

继前期收购天津德瑞特，
补强公司蔬菜业务后， 公司拟
推进与江淮园艺的战略合作，
以求进一步加快在西瓜、南瓜、
甜瓜、 辣椒等瓜果蔬菜种子上
的发展。

公司方面称， 隆平高科与
安徽江淮园艺在蔬菜作物及
“育繁推一体化”能力方面存在
高度互补性， 且双方理念目标
一致，故于10月26日与江淮园
艺主要股东合肥江淮园艺研究
所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
由交易对方出让江淮园艺51%
股份给公司。

■记者 黄利飞

本报10月31日讯 想要预
约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普通纪
念币的市民得抓住最后的机
会了。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自10月
25日开通预约后，截至10月31
日上午9时， 湖南分配的孙中
山诞辰150周年普通纪念币已
被预约了超97%。

金银纪念币涨幅约四成

央行发布的公告显示，从
10月12日起，陆续发行孙中山
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币一
套。该套纪念币共3枚，其中金
质纪念币1枚， 银质纪念币1
枚，铜合金纪念币1枚，均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金质纪念币重8克， 面额
为100元， 最大发行量1万枚。
银质纪念币重30克，面额为10
元，最大发行量为2万枚。金质
纪念币和银质纪念币由中国
金币总公司销售，具体到湖南
地区， 共有3家金币特许零售
商。

“金银纪念币是一起卖
的，已经销售十来天，目前的
售价是一套约7800元，涨了大
概四成，湖南分配到的数量卖

完了。” 湖南湘中汇金币经销
有限公司经理田丰介绍。

普通纪念币
已被预约超97%

普通铜合金纪念币面额5
元，发行量3亿枚，湖南地区分
配的数量为1千万枚。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普通纪念币采取网上预约和
网点预约发行的方式，湖南地
区由中国银行发行。10月25日
至11月4日为预约期。

截至10月31日上午9时，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这一周的
时间里，网上可预约的数量已
全部被预约完毕，网点预约数
量剩25.7万枚。 综合算下来，
湖南地区的预约量已经达到
97.43%，其中株洲、湘潭、常德
地区分配的数量，网络和网点
预约都已完毕。

按照发行规定，11月30日
至12月1日， 湖南未预约或预
约未兑换的孙中山诞辰150周
年普通纪念币将全部转为现
场兑换，不过，如果全部预约
兑换完毕，则将不再组织现场
发行。 ■记者 潘显璇

韩国“橘子工厂”
入驻宇成朝阳广场

10月28日，韩国橘子工厂奥特
莱斯正式入驻宇成朝阳广场，并在
现场签订了《合作协议》。

双方在签约中确定，韩国橘子
工厂奥特莱斯长期承租宇成朝阳
广场部分楼层， 共计30000多平方
米，将打造成“宇成朝阳广场韩国
城”。 约定该商城75%为韩国服装、
化妆品等， 包含300多个韩国服装
品牌，1000多个韩国化妆品品牌，
另外的25%则经营120个国际品
牌。

韩国橘子工厂总经理许允宰
表示，落户宇成朝阳广场，是看中
了其巨大的升值潜力，“宇成朝阳
广场为五条铁路交会之所、双地铁
上盖综合体，区位优势罕见，同时，
其全新的互联网思维，以人为本的
经营理念，都是合作的前提。”

据悉，韩国橘子工厂奥特莱斯
始创于1988年，目前，在全球已经
开设了近100家门店，220多个国际
合作品牌，300多个自营品牌，是
“中低价位却拥有中高级品质”的
国际性流行服饰集合品牌。

■卜岚

长沙银行金融新品
最快60秒放贷

10月31日，长沙银行发布了旗
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创新产品“快
乐秒贷”。 作为一款纯线上纯信用
的个人消费贷款，用户只需打开手
机，在长沙银行手机银行“e钱庄”
APP中点击“快乐秒贷”，即可最快
60秒轻松贷款。 据介绍，“快乐秒
贷” 贷款额度为2000元—30万元，
日利率为0.02%—0.05%不等，计息
还款采用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的方
式， 最大程度降低用户的贷款成
本。 ■滕江江 潘海涛

隆平高科打出并购“组合拳”
拟掌权广西恒茂和江淮园艺

连线
纪念币还在预约期
收藏市场已价涨六成

据了解，此次发行的孙中
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币是我国
第八枚伟人题材纪念币。“历
史人物纪念币在市场上行情
表现一向比较稳健，即使出现
价格下跌的情况，行情也好于
其他题材类纪念币。” 业内人
士认为， 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普通纪念币目前还只是处于
预约阶段，一旦面市，很可能
带动金银纪念币上涨。

“目前普通纪念币的报价
是8元一枚，涨幅已达到六成。
若3枚纪念币收齐， 收藏价值
会更高。”省收藏协会副会长、
钱币专家卢伯雄表示。

普通币收藏市场已涨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