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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安森去年净利2708万元

4 月 16 日 晚 间 ，重 庆 梅 安 森
（300275）公布了2020年报和2021年一
季报。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85亿元，
同比增长 5.14%；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708.55万元，同比增长1.86%；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 2650.47 万元，增幅 9.39%，每
股基本收益0.165 元，拟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25元（含税）。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4 月 16 日晚间，重庆燃气公布了
2021年一季度业绩快报，1-3月，公司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0.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62.87万元，同比增长78.04%，每股收
益0.06元。

2021年 4月15日，重庆优乐贝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优贝健康”）在重庆
股份转让中心（重庆股转中心）举行了青
创板挂牌仪式，至此，重庆股转中心挂牌
企业累计达到1888家。

重庆股转中心作为重庆唯一的区域
股权市场，目前累计挂牌企业1888家，
托管企业2609家，已培育3家挂牌企业
成功主板上市，3家挂牌企业实现并购上
市，28家挂牌企业进入新三板市场,5家
挂牌企业进入 IPO申报环节，累计发行
私募债和可转债252.74亿元，股权交易
额408.51亿元，共为企业实现各类融资
944.34亿元。

优贝健康登陆青创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重庆燃气一季度净利增长78%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一季度的基金市场
行情可以用“过山车”来形

容。牛年春节前，A股市场一
路高歌猛进，带动权益类基金平

均收益持续上升，市场热度不减。
然而春节过后，市场“画风突变”，行

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权益类基金
平均收益不可避免出现回撤。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剔除今
年成立的新基金，包括股票型和混合型
基金在内的权益类基金今年一季度平均
收益率为-2.3%，其中超过六成的基金亏
损。指数基金整体表现同样不佳，被动
指数型基金一季度仅有24%的产品获得
正收益。

而一些前期受到投资者追捧的热门
基金产品在一季度内甚至出现了超过
50%的回撤，让很多新进场投资者直呼

“很受伤”。
“一季度自己之前追的白酒、新能源

基金跌得很凶，后来我直接把行情软件卸
载了，省得闹心。”在北京工作的“90后”小
肖谈起一季度的投资“战绩”不无苦涩。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养基大
军”，基金市场波动的相关话题频繁出现
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

据记者观察，今年一季度几乎每次市
场下跌，“基金”等相关话题词都会冲上
微博热搜。市场震荡让不少人倍感难
熬，甚至有网友涌入二手拍卖平台以基
金亏损为由转卖闲置物品。

“新基金”发行由热到冷
“老基金”分红力度罕见

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发行市场经历
了火热到寒冷的过程。春节前，市场延续
了去年以来的赚钱效应，新发基金的销售
在前两个月火爆依旧，“爆款基金”频现。

总的来看，一季度新成立基金规模超
万亿元，超过 2020 年总额的三分之一。
这个季度发行规模在公募基金的发展历
史上也是非常靠前的。

不过，随着基金业绩的回撤，相比于
前两月，3月新发基金热度转凉。

除总体募集规模下降外，单只产品的
平均募集规模更是下滑明显。1月单只
产品超40亿元的平均募集规模到3月降
至15.33亿元。从另一个维度看，3月的

“日光基”只有7只；而1月与2月分别有
39只与16只。

“新基金”发行酝酿变化的同时，一季
度“老基金”出现了罕见的分红力度。

Wind数据显示，一季度共有1082只

公募基金分红，分红总规模接近
900亿元，大幅超越前几年同期
的分红规模。和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一季度，权益类基金成为分
红主力军，分红规模占比超过70%，成为
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一季度基金大手
笔分红，一方面是由于基金利润丰厚；另
一方面，市场短期调整也带来了分红的
契机，基金公司为提升投资者持有体验，
增强投资者对产品的信任感，从而进行
基金分红。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投资
者不能简单地根据分红规模来选择基
金。分红规模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
前某时段基金的业绩表现，而分红之后
的赚钱能力，更多取决于此后市场表现
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

面对“跌宕起伏”
钱袋子该怎么理？

一季度以来，很多投资者特别是年轻
的“养基人”感觉市场的波动远超自己预
期，基金净值走势更是“不按剧本上演”。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胡立峰
认为，投资者的疑问和焦虑可以理解。本
轮调整较大或者回撤较大的基金，不少都
是7年、5年、3年业绩排名较为靠前的基
金。近期业绩较为抗跌的基金，不少都是
过去1年、2年业绩排名较为靠后的基金。

“当然也要反思与总结，不能绝对化

长期投资，而
是 长 与 短 结
合起来，长期
业绩是短期业
绩的叠加，需要
关注短期业绩背
后的逻辑是否发生变
化。”胡立峰说，持有基
金是长期投资行为，不建议
在短线剧烈波动的时候采取激
进交易方式。

近年随着居民收入提升、金融市场的
发展，公募基金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特
别是年轻人打理钱袋子的重要选择。中
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
月底，公募基金规模达到 21.78 万亿元，
较2020年末的19.89万亿元，新增1.89万
亿元，涨幅约为9.5%。

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十四五”开局
首季的中国经济表现亮眼，未来我国经
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多渠道增加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这意味着，投资
理财市场将迎来更多机会。对于投资者
来说，要对自己的“钱袋子”进行合理配
置，正确认识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分享中
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据新华社

二胎概念叠加医美概念的金发拉比
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金
发拉比”），自3月31日，二级市场上的金
发拉比就已经启动涨停模式，在此后的
12 个交易日，拉出 10 涨停，股价就从
5.76元/股飙升至15.22元/股，股价累计
涨幅达164.24%，翻了1.5倍多。细心的
投资者可能会注意到，这12个交易日的
爆炒可分为两波段，第一波段是医美概
念，第二波段是二孩概念。那么，这是一
只“机缘巧合”踏上风口的优质股，还是
一支横空出世妖股的妖股？金发拉比发
布公告，股票从19日起停牌，披露核查
公告后复牌。

3月31日-4月14日
8个涨停 涨幅118.4%

前段时间，医美概念在二级市场被
爆炒，而金发拉比这波股价大幅上涨起
始于2021年4月1日发布的跨界医美的
公告。4 月 1 日晚，公司公告称，拟以
2.38亿元受让怀化问美所持有的医疗美
容企业广东韩妃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韩妃投资”）402.35万元出资(占
韩妃投资注册资本的36%)。根据《业绩
补偿条款》，韩妃投资2021年度和2022
年度实现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
利润合计不低于1.1亿元。交易完成后，
金发拉比将为单一大股东。然而，韩妃
投资 2020 年经审计母公司口径净资产
为1217万元，估值价值为6.676亿元，增
值率高达为5383.23%。

对于本次投资，金发拉比表示是适
应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
落实公司战略布局，打造“母婴产品+

医疗、医美服务”的新业务模式，将有
利于公司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开辟新
的业务领域，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公
司还公告，为加快公司在医疗美容领域
的发展，实施公司战略布局，公司拟与
深圳嘉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招标共
同投资设立共青城嘉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专注投资医疗美容领
域企业。

消息公布的前日，即3月 31日金发
拉比5.76元开盘，凭借着医美概念午盘
后拉涨停，次日即 4月 1日股价如同坐
上了火箭，连续 7 日涨停，至到 4 月 14
日上演了第8个涨停的“地天板”大戏，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当日换手率高
达 55.24%，成交额 12.69 亿，收报 12.58
元/股。

4月15日-4月16日
2个涨停 涨幅20.99%

业绩双降游资大幅炒作股票19日期
停牌

一般而言，一只股票上演“地天板”
说明资金没有达成共识，也意味着4月
14日金发拉比的医美概念炒作已接近尾
声，然而当天，央行官微发布的一篇题为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的工作论文又成为市场热点，金发拉比
摇身一变成了“二胎”概念股，4月15日，
在二级市场金发拉比开盘涨停，迎来第
二波涨停潮。4月15日、16日，金发拉比
连续两日涨停，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
两日涨幅 20.99%，其中 4月 16日，成交
额 26.3 亿，换手率 104.9%。“医美”光环
刚褪去，又贴“二胎”标签的金发拉比真
是一只低估值优质二胎概念牛股吗？其
实不然，官网显示，金发拉比成立于1996
年，是国内最早专门从事母婴消费品的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的企业之一，是专
业母婴亲肤专家，知名母婴消费品品牌
运营商。

2020 年业绩快报显示，公司营收
3.12 亿元，同比下降28.69%。利润 0.37
亿元，同比下降 27.07%。公司表示，主
要原因是由于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导致公司实体店加盟及直营业务
销售受到较大影响。对比前两年 2018
年、2019 年经营数据看，公司实现的营
业收入4.54亿元、4.38亿元，其净利润为
0.40亿元、0.47亿元。2021年一季度预
盈也仅仅500万元—750万元。

一边股价天天坐火箭，一边主营业
绩 3年原地踏步。这样的强烈对比，也
被深交所盯上。

4 月 16 日晚间，深交所称，对近期
涨幅异常的“金发拉比”“*ST众泰”“楚
天龙”持续进行重点监控，并及时采取
监管措施。4月 18日下午，金发拉比发
布股票停牌公告称，由于股票自 4 月 2
日 至 4 月 16 日 收 盘 价 累 计 涨 幅 为
149.92%，累计换手率为 168.23%，期间
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申
请自4月19日开市起停牌，自披露核查
公告后复牌。

12天10个涨停 金发拉比变“妖”？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去年频频“出圈”的公募基金今年一季度的表现可谓“跌宕起
伏”。市场行情波动、募集发行转冷、分红力度罕见……面对公募
基金市场的诸多变化，我们的钱袋子应该怎么理？

？？

“画风突变”
基金频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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