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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公告
重庆唯怡饮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MA5YYDGA1H；注册资本1000万元）
拟吸收合并重庆蓝特饮料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762667995M；注册资本50
万元），吸收合并后，重庆唯怡饮品有限公司续存，
注册资本不变。重庆蓝特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注
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
债务均由重庆唯怡饮品有限公司承继。债权人自
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
并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唯怡饮品有限公司
重庆蓝特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兴富 电话：13458989260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岸区海德店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编号：渝08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146号遗失作废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岸区四公里二店二类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凭证编号：渝08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147号遗失作废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长生桥河街店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编号：渝08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138号遗失作废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岸区香溪路店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凭证编号：渝08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189号遗失作废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江北区石马河二店二类器械器械
经营备案凭证编号：渝江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127号遗失作废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江北区海尔路店 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凭证 编号：渝江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185号遗失作废

重庆颐天康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度公开征集战略合作者的公告
重庆颐天康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重庆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资本金人民币40亿元整。现拟引入多家具有
丰富开发经验、业绩优异、品牌价值高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按颐天康养公司49%、意向合作者
51%的比例组成联合体，共同竞拍重庆市主城
九区范围内土地，若成功竞得相关地块，按颐天
康养公司49%、意向合作者51%的股权比例组
建合资公司，双方同股同权，共同开发竞得地
块；若竞买未成功，则双方结束本次竞买，双方
互不追究责任、费用。双方可在2021年12月
31日前继续以颐天康养公司49%、意向合作方
51%的比例联合竞买土地。如有意向，请与刘女
士联系，联系电话：023-63612365，邮箱：liuy-
anyu@cqytkycyfzwwgc999.onexmail.com

重庆市武隆区桐梓镇香树村正邦生猪
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ZR43OkDeZhiooe30ad54pg，提取码4ofy 2、查阅纸质
报告及公众意见反馈联系电话：13608303662（伯经理）；023-61160859
（黄工） 3、征求意见起止时间：2021年 4月 6日至 2021年 4月 19日

公 告
重庆市永兰市政设施有限公司、重庆亿王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万集团茶园A4标段项
目部、重庆市腾龙实业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上单位与我司尚有
未结清款项事宜，请见报后于五个工作日内与我
司联系。联系人：余老师 联系电话：63812919
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重庆甘政农业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参与连接：
https://pan.baidu.com/s/1Zazmq6QeZJoxFVuzgK -
kWQw提取码：94oj；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重庆甘政农业有限公司办公室（联系电话：
13635473999）”均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
周边企业单位及群众；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
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1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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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21〕20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对垫江县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O03-03/03（三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
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7、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21年4月20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到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
定于2021年4月22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行
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2021年4月22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
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www.
cqggzy.com/ dianjiangweb）“土地交易”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
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
场，要求竞买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竞
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
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网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板块）：竞买者
报名前，需先由垫江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材料。竞买者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
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2日

● 遗失重庆博达善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平安
银行重庆永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3089701作废

遗失声明：綦江区石角镇镇属企业綦江县沙坡水泥厂，已于
2000 年 10 月 12 日经綦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其营业
资格，现该厂的营业执照正副本（证件号：91500110MA61KP
X658）以及公章一枚不慎遗失，现声明此执照及公章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 2021年4月8日

重庆宏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项目名称：担保业务系统采购；采购方式：竞争性磋
商；预算金额：28万元；申请人的资格要求：满足《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获取采
购文件方式：2021年 4月8日至2021年4月13日，
每天上午0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北
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地点：在采购文件发售期
内，供应商自行联系采购代理机构获取采购文件并
购买（李老师023-62551600，17323966875）。

●重庆杉叁杉花木种植场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91500104MA60WCGR89，法人：李万军，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凌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遗失蒋汶熹出生证，证号：1500255480，声明作废

广告

4月7日，两市股指小幅高开，随
后震荡回落。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10%，报 3479.63 点，深证成指跌
0.74%，报 13979.31 点，创业板指跌
0.86%，报 2807.20 点。市场成交量
持续低迷，两市合计成交7400亿元，

北向资金当日净卖出28.16亿元。
申万宏源证券重庆小新街营业

部投顾杨加前表示，大盘震荡筑底，
抱团股再次集体杀跌，短线机会还在
于事件刺激，抓住一季报超预期个股
和低估绩优股机会，对超跌反弹遇阻
的核心资产股可以适当减仓。

中远海控带动航运概念拉升

就盘面看，昨日行业板块多数
收涨，钢铁行业与港口水运板块大
涨。白酒股遭资金抛售大跌居前，
泸 州 老 窖 跌 逾 6% ，贵 州 茅 台 跌
3.06%；新能源车、区块链、锂电池
等概念跌幅靠前。前日表现强劲
的氢能源概念走势分化，光伏、军
工等概念回落。碳中和概念继续
回升，南网能源、华银电力等强势

股继续涨停；航运概念拉
升走高，中远海特拉升

涨停，中远海控一
字板，中远海科、
渤海轮渡、中创物
流等拉升跟涨；煤
炭板块走强，郑州
煤电封板；医美、
稀土、石墨烯等概
念活跃。

投资顾问杨加

前表示，中远海控一季度业绩预告远
超预期，是带动航运股全线大涨的主
要原因。另外，电力已经连续两天领
涨，而且是涨停板最多的板块，成为
当前赚钱效应最好的行业，整体看，
低估值的周期性板块表现不错。抱
团股再次集体杀跌，清明节前A股在
抱团股反弹推动下缩量上涨，力度不
小，以茅台为例，4 月 2 日大涨了
5.75%，涨幅是很大的。不少在低点
买入这些抱团白马股的投资者，收获
不错的盈利，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卖
出，从而带来抛压，前日是清明节后
首个交易日，抱团股就出现了整体走
弱的表现，资金出局后做多力量减
弱，昨日继续调整。

谨防指数冲高回落风险

就技术指标看，昨日市场先抑后
扬，各大指数收出较长下影线，成交
量有所释放。两市上涨股2615家，
下跌个股1465家。涨跌数量差距不
大，指数虽然全线下跌，但个股整体
表现并不是太弱，涨停107只，8只个
股跌停。

杨加前认为，指数延续近期的弱
势震荡反弹格局，虽然从短线形态看，
大盘形成W底结构，但是量能不足仍
是上行隐忧。后续指数的成功突破，

仍需要增量资金入场以及成交量放大
来配合。如果成交量迟迟未见放量，
需谨防指数冲高回落的风险。

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投资
顾问罗涛强调，换手率指标是反映市
场交投活跃程度最重要的技术指标之
一。目前市场量能持续萎缩，换手率
相对较低说明当前市场方向仍不明
确，指数或仍将以震荡走势为主。

关注一季报业绩超预期个股

昨日指数走弱，主要是抱团股再
次出现杀跌所致，但市场分化较为明
显，并非普跌格局，投资者应信心满
满地在短线操作中寻找机会。投资
顾问罗涛表示，操作上应等待市场打
破均衡状态，多看少动。后续关注方
向：首先是年报、一季报向好品种；其
次是阶段大幅回撤品种的短线反弹
需求。

杨加前表示，进入 4月，很多公
司会陆续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业
绩超预期的板块有助于市场人气
的修复。建议投资者关注受益疫
情后服务业复苏，业绩存在超预期
可能的餐饮、酒店、旅游、航空行
业，或者中长期产业逻辑坚挺、短
期产业链持续产销旺盛的半导体、
面板、锂电等行业。

连续 21 个涨停的顺控发展停牌核
查，反而让超跌题材股掀起了大规模抢盘
潮，以致开盘后一度急跌的大盘指数也纷
纷被拉了起来。

证券人士指出，超跌次新股与超跌低
估值股将成为贯穿4月的领涨主角。

站稳30天线
失守90天线

周三沪指微微高开，随即便在白马核
心抱团股的杀跌声中反复下挫，低价股群
体大面积走高未能阻挡沪指的跌势，直至
10点59分见到全日最低点3453.19点跌
破30天线大关。此时，次新股尤其是创
业板注册制新股，突然加入了低价股做多
阵营，形成合力，并进一步激活了除白马
核心抱团股外的绝大多数股票。于是，沪
指震荡上行，跌幅逐步收窄，并最终收复
了30天线与5天线，但未能收复号称“隐

藏牛熊线”的90天线大关。

顺控发展停牌自查
超跌题材全面沸腾

周二晚间，已经连续21个涨停板的
次新股“顺控发展”发布公告称，公司股
票自 2021 年 3月 8日至 4月 6日收盘价
累计涨幅为 869.80%，累计换手率为
581.05%，跟公司基本面偏离较大，投资
者较为关注。因近期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申请，公司股票
自2021年4月7日开市起停牌，自披露核
查公告后复牌。

虽然顺控发展特停了，但是反倒把超
跌股的激情进一步激发了出来。盘面看，
超跌低价股与超跌次新股成为市场做多
的绝对主力。最近1年上市的次新股中，
深水海纳、盛德鑫泰、通用电梯、南山智尚
均拉出20%涨停板，蓝天燃气、中农联合
等多达30家沪深主板次新股收出涨停，使

得整个次新股板块放量劲升了 1.63%，
715.06亿元的成交金额达到了半年之最。

低价股群体继续保持高温高热状态，
102家涨停和涨幅大于10%的股票中，小
于10元的个股就达到了53只，“美邦服
饰”更是在17个交易日里13个涨停。通
达信软件以低于 3元做成的“低价股指
数”全日劲升1.44%收出5连涨，创近2年
新高。

两类超跌业绩股
有望受资金追捧

“资金将转战超跌业绩类股票。”银河
证券江南大道总经理唐贺文指出，“自
2021年2月18日上证指数创下3731点近
期新高后，市场开始了阶段性的调整。首
先，需要明确一点：大盘在此阶段只是正
常的调整，并不是股灾或熊市。因为去年
一年以白酒行业为主的结构性牛市，推升
大盘创下了3731点的阶段高点后，估值
的修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随着2020

年报尤其是2021年一季报的披露，大部
分上市公司的业绩相较于去年疫情期间
的低迷都会有很好的提升，估值回到合理
水平后，好公司的股价未来依然会不断创
出新高，结构性牛市始终存在。目前大盘
所处的阶段很可能是调整中的B浪反弹
阶段，随后不排除B浪走完后出现C杀，但
是单就指数而言，目前应该是处于相对低
位区间，即使再向下，空间也是有限的。
这个位置，是精选个股的绝佳时机。周
三，超跌低价股与超跌次新股形成合力，
其中超跌低价股普遍大幅放量。对此，超
跌低价股高位大幅放量的品种，应当兑现
出局（缩量超买也应当出局），原因在于这
些爆炒的超跌低价股未必有业绩支撑，决
定了后市将逐渐震荡或下行。而还没怎
么表现的超跌低价低估值个股，以及压抑
许久的超跌绩优次新股，有望在高分红高
送转预期下，得到资金的重视。实际上，
二季度主要炒作核心莫过于业绩与估
值。所以，投资者可重点关注超跌次新股
与超跌低价低估值个股补涨的机会。”

继重庆燃气、重药控股之后，第三家
重庆市属国资上市公司开始股权激励。

4月6日晚间，垃圾发电头部企业渝
股三峰环境（601827）公告，推出上市后
首份股权激励计划，拟以 4.20 元/股，向
512 名董事、高管及核心骨干授予合计

1678.20万股限制性股票，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1%。

4月 6日，三峰环境报收8.49元/股，
涨 2.17%，换手率 3.48%，总市值 142.48
亿元。

规定了三年净利增长率目标

重庆燃气、重药控股、三峰环境均采

取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
三峰环境为去年6月5日上市。
此次，三峰环境的主要业绩解锁条件

为：以2018年-2020年三年平均的净利
润为基数，2022年至2024年净利润增长
率分别不低于45%、55%和65%，各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9.0%、9.1%和
9.2%，营业利润率分别不低于16%、17%
和18%，且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三峰环境表示，推出股
权激励计划，是为了进一步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
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与约
束相结合的分配机制，充分
调动董事、高管与骨干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地将股
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
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提高
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培养、
建设一支具有较强自主创新
能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进
一步强化公司市值管理，促
进公司经营业绩平稳快速提
升，确保公司长期发展目标
顺利实现。

激励对象占员工总数近二成

此次，三峰环境激励对象达512名，
占 其 2020 年 底 员 工 总 数 2802 人 的
18.27%，均为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
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管理、业务及技术骨
干人员。

激励名单中，除董事长雷钦平、董事
总经理王小军、副总经理唐国华、司景
忠、顾伟文以及财务总监郭剑等6名管理
层外，其余506人均为中层管理人员及核
心骨干人员，获授股票数量占比89.94%。

据公司测算，此次限制性股票总成本
约7199.48万元，2021年至2025年将分别
摊销1728.87万元、2591.81万元、1799.87
万元、875.94万元和203.99万元，对各期
净利润影响不大。若考虑其对公司发展
产生的正向作用，则其所带来的公司业绩
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2020 年全年，三峰环境实现营收
49.29 亿元，同比增长 12.9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21 亿元，同比增长
30.2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3 亿元，增幅
36.96%，每股基本收益0.47元。

三峰环境推4.20元/股股权激励计划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孙丹

顺控发展停牌核查 超跌股全面上攻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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