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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蓝筹卷土重来 沪市再次收复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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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渝企上市第三家

三羊马获批招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冯盛雍

广告

沪市艰难收复3600点

昨日上证指数微微低开后，多头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举进攻超跌低估
股和创业板成分股，让周一割肉资金被
迫追高。但从10点10分起，随着创业板
核心资产股逐渐走软，资源类蓝筹携手
部分金融板块立即发动攻势，使得沪指
在大消费板块阴跌的情况下碎步攀升一
直延续到下午2点才明显回落，不过尾
市多方又一次启动资源类蓝筹，确保了
沪指收盘位于3600点之上。

资源股重新流金淌银

通达信统计数据显示：当日两市上
涨个股2471只，下跌股票1881家；涨幅
大于10%的非ST股66只，涨幅超过5%
的股票223家；跌幅大于10%的非ST股

10只，跌幅超过5%的股票132家。
盘面看，周一疯狂飙升的白酒板块

大面积回落，使得大消费概念股均不同
程度下跌。但这又让此前相对弱势的
金融板块和连续暴跌的资源类蓝筹重
振旗鼓。具体看，银行、证券板块分别
上涨了 1.33%、1.53%，常数银行与西部
证券领涨；房地产板块暴涨3.38%，广宇
发 展 和 铁 岭 新 城 涨 停 ，万 科 猛 涨
6.41%。金融板块合力冲散了大消费股
下跌的压力，又使得资源类蓝筹有了表
演的机会：煤炭板块狂飙4.40%，郑州煤
电、靖远煤电等7股涨停；电力板块飙升
4.84%，大唐发电、晋控电力等 17 股涨
停；石油板块暴涨5.64%，潜能恒信拉出
20%涨停板。

整体而言，资源股暂时是重夺了话
语权，几天不见的“流金淌银”盘面又回
来了。

今年上市渝企将又将增一家。9月
27日，记者获悉，证监会近日按法定程序
核准了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羊马）首发申请。三羊马及
其承销商将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
发行日程，并刊登招股文件。

9月 16日，中国证监会召开第十八
届发审委2021年第99次发审委会议，审
核通过三羊马首发申请。

今年重庆已经有重庆银行、四方新
材实现A股上市，这样，三羊马将为第
三家上市渝企，另外紫建电子已经通过
创业板注册制下的审议，等待证监会注
册。

曾撤创业板转报中小板

天眼查APP数据显示，三羊马全称
为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地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
199号附1-80号，2005年9月6日成立，
股份公司设立于2016年3月11日，法定
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为邱红阳，注册资
本6003万元人民币，公司是一家主要通
过公铁联运方式为汽车行业和快速消费
品行业提供综合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
业 。 现 为 新 三 板 挂 牌 企 业 ，代 码
838107。

本报去年曾先后报道《渝企三羊马
撤回创业板申请，拟改板A股上市》、《改
道中小板，渝企三羊马上市申请被证监
会受理》，三羊马中小板上市申请于去年
12月8日在证监会预披露。

按照申报稿，本次三羊马拟深市主
板（中小板已经同深市主板合并）上市，
保荐券商为申港证券，拟公开发行不超
过2001万A股，占发行后总股本不低于
25%，募集资金用于三羊马多式联运（重

庆）智 能 应 用 基 地（一 期）（投 资 额
3.492226 亿元，拟使用 3亿元）、信息化
建设项目（投资额 4046 万元，拟使用
4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投资额8000
万元，拟使用8000万元）三个项目，合计
总投资额为4.696826亿元，拟使用募集
资金4.2亿元。

上半年净利润大增49%

三羊马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
理为邱红阳，直接持有公司 4975.0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54%，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

三 羊 马 2020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674亿元，同比下降5.70%，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62万元，同比下降
5.62%。

但对比2020年半年报，三羊马主业
在去年下半年提振明显。

业内人士指出，去年下半年得益于
汽车行业的回暖，尤其是客户长安汽车、
奇瑞、小康等强劲增长，加上自身努力，
保持了稳定的业绩。

而三羊马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4.7126 亿元，同比增加 28.67%；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17万元，
同比大增49.61%。

9月27日，重庆A股上市公司华邦健
康旗下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凯
盛新材301069）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截至当天收盘，凯盛新材报 33.50
元，涨幅 547.97%。凯盛新材此次上市
保荐机构为注册地在重庆的全国性券商
西南证券。

实控人为华邦健康董事长张松山

天眼查APP显示，凯盛新材注册地
在山东省淄博市，法定代表人王加荣，是
一家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及新型高分
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氯化亚砜、高纯
度芳纶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对
硝基苯甲酰氯、氯醚等，建立了以氯、硫
基础化工原料为起点，逐步延伸至精细
化工中间体氯化亚砜、进一步延伸到高
性能芳纶纤维的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
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等，再到高性能高
分子材料聚醚酮酮（PEKK）及其相关功
能性产品的立体产业链结构。

本次发行前，华邦健康直接持有凯

盛新材 51.9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
东。华邦健康董事长张松山通过华邦健
康间接控制凯盛新材51.91%股权，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募集资金3.1亿西南证券保荐

作为深市分拆上市第一例，凯盛新
材于2020年11月18日首发过会。

凯盛新材本次在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本次发行股票6000万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42064.00万股的14.26%；本次发
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原股东公开
发售股份，发行价格为5.17元/股，保荐
机构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
表人为孔辉焕、李文松。

凯盛新材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3.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2.82亿元。

凯盛新材募集资金分别用于芳纶聚
合单体两万吨装置扩建项目（二期）、
2000吨/年聚醚酮酮树脂及成型应用项
目和安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

今年上半年，凯盛新材实现营业收入
3.99亿元，同比增长23.14%；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96.58万元，同比
减少10.2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3439.99万元，同比减少62.24%。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赖雅欣

华邦健康子公司

凯盛新材上市大涨547%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张鲁玉

渝股看台

经历了周一的“一酱功成
千股枯”大分化局面后，昨日沪
深股市再现资源类蓝筹主导的
低价股价值重估行情。截至终
盘：上证指数收报3602.22点，
小涨19.39点，涨幅0.54%；深
证成指收报14313.82点，微跌
30.47 点，跌幅 0.21%；创业板
指跌 0.62%报 3211.45 点。两
市成交金额合计 10435.25 亿
元，比周一大减24%。

证券人士认为，沪市成交
能否超越深市，决定着大金融
大消费板块的命运。

“我们认为大金融大消费能否成为行
情主角，关键在于沪市成交能否反超深
市。”华龙证券人民大道总经理牛阳指出，

“周一白酒板块以多年不见的巨大涨幅和
史无前例的成交纪录选择向上突破，具有
明显的转势味道。周二，虽然白酒板块下
跌了1.72%，但是60天线的支撑作用仍然
是较为明显的，加上个别白酒龙头股勇敢
收红，说明这一板块经过大半年的腰斩级
别调整后，正重新受到主力资金的重视。
此外，周一白酒为代表的大消费股走强后，
周二大金融板块中的银行地产涨势不俗，
后市来看，大金融大消费能否形成合力，关
系到秋季行情的演进方向。我们认为，随
着沪市成交金额与深市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到400多亿元水平，接下来最大的看点就
是沪市成交能否反超深市了。倘若这一奇
迹能够实现，那么主力资金将决定性地再
次抱团大金融大消费品种，从而推动沪市
轻松攻上3731点。操作上，资源类蓝筹再
度大涨，更多地是资金高位出货行为，本质
很可能是暗度陈仓转战金融消费板块，故
投资者不宜追高资源类蓝筹，而应当中线
留意金融消费股的跨年度投资机会。

投资顾问杨加前预计，上证指数将继
续在3550-3650点区间震荡，短线反弹压
力关注36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指数继续
在3100-3300点区间震荡，短线反弹压力
位继续关注3300点附近。鉴于市场热点
反复轮换，建议投资者控制操作频率。操
作策略上，建议手中重仓顺周期资源股的
投资者逢高减仓；但对于整体涨幅有限、且
具备较大成长空间的锂电和新能源上游品
种，可继续持股。仓位配置上，继续按照均
衡策略，从食品饮料、酿酒、农业养殖、医药
医疗等大消费方向逢低分批建仓。”

不宜追高资源类蓝筹

专业回收临期食品
及各类下脚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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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田茂源二代身份证号500222198912302831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渝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力
帆红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POS 机押金
收据，收据号:HXSY—2015 0041075 声明作废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鱼洞街道办事处
关于第二批单元门项目催办通知

重庆市浪恩门业有限公司：你公司于2016年11月4
日与我街道签订《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鱼洞街道办
事处智能门禁系统单元门项目建设合同》。根据约定
合同第2.1条约定，你公司应于2016年12月4日完
成全部施工内容，并于完工后向我街道书面提交验收
申请。至今你公司未向我街道移交该工程任何成
果。我街道已于2019年7月24日函告你公司尽快
履行合同义务，现再次催告你公司在本通知登报
之日起7日内联系我街道，尽快办理工程验收、资料
移交等未尽事宜，逾期我街道将依法追究你公司的违
约等法律责任。（联系人：霍新玲，电话66214832）

重庆两江公交面向社会询价，确定石坪公
交站场弱电项目的建设单位，接受报名截
止电话时间：2021年10月11日16:00，联
系人：蔡老师，联系电话：023-67886300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2021年 9月 28日完成机场快车
微信公众号功能新建询价采购项目的综合评审，评审结果为：
重庆时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排名第一；重庆源一科技公司，排名
第二；重庆汇耘科技公司，排名第三；重庆时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此项目询价评审的中选单位。如有疑问请致电63015683。

减资公告：经重庆静佳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1MA60L84N8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减少注册资本25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到
50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996668877.
联系人：骆祖清.特此公告。重庆静佳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标高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798020261G）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
注册资本55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减少到50
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8184715619.
联系人：官学凤.特此公告。重庆标高广告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多粒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MA606RR14F）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
少注册资本29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到10
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330306103.
联系人：何为.特此公告。重庆多粒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九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MA6124FX6M）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
少注册资本45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到50
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330306103.
联系人：何为.特此公告。重庆九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朗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MA60L84779）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
注册资本25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到50万
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996668877.
联系人：骆祖清.特此公告。重庆朗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麓铭府交房公告
尊敬的麓铭府业主：您好！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您所
购房屋已达交房条件，为让您顺利接房，我司在2021年9月30
日集中交付麓铭府N17地块1-29幢和N18地块12幢、13幢，
请您按交房公告及物业通知接房时间，携资料到交房现场办理
接房手续，相关事宜请致电023-8653 9333。

接房需携带：1、《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2、业主本人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身份证、户口簿、军官证等）。3、如委托
接房请携带公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 。 重庆金碧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1年9月29日

公 告
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牌坊村牌破
路、小大路、马双路、双坪村唐双路、双坪
村双王路改造工程和重庆市永川区三教
镇利民村水犀路(一标段)、黄宾路(二标
段)、胡拜路(四标段)改造工程已于2019
年 9月竣工,现告请所有与该工程项目
有相关经济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如有未
结清与本工程相关的工人工资、材料款、
租赁费等相关费用的,请于 2021 年 10
月15日前与我公司杨先生联系,申报相
关债权债务(须提供原件及相关材料复
印 件)。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愿放弃
债权,后果自负,我公司不再受理和承担
相 应 的 经 济 及 法 律 责 任 。 联系人:
杨先生, 电话:13568566155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永达万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699028348)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50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
由10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申报债权。联系人:赵振高 电话:13638278655
重庆永达万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21.9.29

●遗失重庆市长寿区但渡镇人民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财政票据13套（未使用），No：004619228-
004619235；No：004619546-00461955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建筑起重机械备案证（产权备案编
号渝WZ-T00747、渝WZ-T007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薛春妮遗失重庆中飞商贸有限公司合同
履约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号0003485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原铁路技师学校张家湾铁路小区
13栋 7-3颜复先名下房屋租赁证遗失，特此公告！

●重庆校友汽车经纪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 枚 ，编 号 5003817065262，声 明 作 废 。

●重庆哈撒给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40065569，声明作废

上证指数收报3602.22点，涨幅0.54%
深证成指收报14313.82点，跌幅0.21%
创业板指收报3211.45点，跌幅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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