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季报

A股全线小幅回调 控制仓位逢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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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沪指早盘窄幅震荡，午后回落
走低，失守3600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午
后亦回落，截至收盘，沪指跌 0.34%报
3597.64 点，深成指跌 0.3%报 14552.82
点，创业板指跌0.33%报3327.54点；两市
合计成交 10824 亿元，北向资金净流入
8.45亿元。

申万宏源证券重庆小新街营业部投
资顾问杨加前表示，三大指数悉数冲高
回落，继续逢低配置新能源汽车锂电上
游、储能、光伏，总体仓位继续控制在五
成以内。

追捧新能源核心票
资金热情愈发冷静

盘面上，昨天板块承接能力弱，前日
大涨的新能源电力股活跃明显下降，家
居、家电、地产板块继续大跌靠前，培育
钻石、数字货币、云游戏等概念低迷。特
斯拉、锂电池概念高开低走，消费电子概

念表现突出，英力股份“20cm”涨停，信维
通信大涨超15%，共达电声、东山精密、
领益智造等涨停；稀土概念全天强势，北
方稀土涨3.6%；苹果、汽车电子、盐湖提
锂、酿酒、OLED等概念活跃。

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投资顾
问王冬炎指出，盘面上看，早盘对市场高
开影响最大的就是新能源汽车板块，在
前夜美股特斯拉大涨的刺激下，昨日A
股的新能源板块明显高开，比较典型的
代表如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锂电池上
游个股，但早盘高开之后很快就冲高回
落最终中阴线收绿。这说明市场资金对
于新能源核心股票的追捧热情愈发冷
静，同时在当下业绩增速之下，这些股票
的估值合理度也再次出现巨大的分歧。
放眼后市看，新能源板块的拥挤度是毫
无疑问的，但因为其长期成长性比较明
确，因此后续大概率将会出现一轮明显
的大幅震荡走势，通过震荡来消化过高
的估值，建议投资者对获利比较丰厚的
个股做好减仓兑现的准备。

重庆国元证券投顾团队表示，在消费

概念里，啤酒概念出现大涨，青岛啤酒涨
停，从板块轮转的趋势看，目前市场上主
要是涨价预期继续在食品饮料板块内发
酵，由于上游大宗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三季度以来涨幅环比放缓，但包材、运费
继续上行，这给包括啤酒在内的整个食
品饮料行业带来全局性影响。目前本轮
成本涨幅更大，而且今年需求恢复较慢，
多数企业盈利承压。招商证券就预计
21Q4—22 年初整个板块迎来提价潮。
对于啤酒概念来说，后期提价进展以及
主流啤酒企业高端结构提升进度是投资
者主要的关注点。

高景气行业龙头股影响小
把握好洗盘期间低吸机会

昨天A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绿。上证指
数上午开盘后有一波快速拉升，最高达到
3625.02点，但之后出现反复，午后跳水加
剧，最低跌至3589.71点，跌破了3600点
的整数关口。两市上涨个股1600只，下跌
个股2784只，午后下跌数量明显增加，部

分个股抛压较重。为何大盘出现拉高跳水
走势，接下来还会继续下跌吗?

投资顾问杨加前表示，指数继前日强
势反弹之后，昨日明显放缓节奏在压力
位附近展开震荡，3620—3650点区间压
力需继续重点关注，同时继续关注市场
热点合力情况以及成交量配合情况。一
旦市场反攻受阻，或将重回3600—3550
点区间震荡。创业板指数短线震荡后将
有望继续向3400点发起攻击。市场这种
快节奏也是极好的，这样大变盘过后很
快又会诞生新的机会了，目前看来，指数
大跳水期间最坚挺的还是高景气赛道的
行业龙头股，在近期市场行情极度弱势
的时候，只有这类股整体还维持着震荡
走势，没有受到太多的市场情绪影响，等
市场情绪恢复以后，这类股可能会继续
沿着自身的趋势运行，所以投资者们可
以把握好弱势震荡洗盘期间难得的低吸
机会，操作策略上，继续看好必选消费和
高景气成长，其中，以粮食农业为基础的
必选消费，以及新能源汽车锂电上游、储
能、光伏仍值得投资者继续逢低配置。

全国设19个销售分公司

洪九果品企业网站显示，洪九果品成
立于2002年，主要从事全球优质水果基
地的合作与优质水果资源的整合，拥有覆
盖全国的多种销售渠道，并致力于打造品
牌鲜果供应商和鲜果供应链品牌服务商。

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洪九果品引入
了阿里巴巴中国、中国农垦、CMC资本、
天壹资本、阳光人寿等知名投资机构作为
股东，为洪九果品全球水果产业整合、渠
道拓展、品牌运作、物流布局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洪九果品目前拥有4家海外子公司，
打造的六大核心进口单品依靠独具匠心
的生产工艺和臻良的品质迅速占领了中
国市场。

洪九果品在泰国和越南运营近70个
水果加工工厂，用于榴莲、山竹、龙眼、火
龙果的加工分级包装，打造出“泰好吃”

“越来美”等系列超级单品；同时在智利采
购红提、车厘子等优质单品，满足中国市
场对水果多样性的需求。通过在四川、云
南、贵州、广西、海南等优质水果产地深入
布局，洪九果品打造了“猕天大圣”贵长猕
猴桃、“奉上好”奉节黄桃、“海芒君”海南
芒果、“海美荔”海南荔枝等10余个品牌
超级单品。

洪九果品已经在北京、青岛、西安、重
庆、成都、广州、长沙等大中城市设立了19
个销售分公司和57个分拣中心，在全国
范围内覆盖包括商超、终端批发商、社区
团购、连锁社区生鲜店、即时电商在内的
各类水果销售渠道，并为客户提供优质稳
定的基地直供货源，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
水果需求。

创始人兼董事长邓洪九拥有35年的
水果行业从业经验，入行以来通过把握行
业趋势持续引领水果行业发展，拥有超过

200种水果单品的运营经验，对多品类鲜
果全产业链运营积累了专业、深刻的认识。

去年曾四次增资扩股

天眼查数据显示，洪九果品前身为重
庆洪九果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0
月12日，法定代表人江宗英，注册地现在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城南居
委白岩组(工业孵化楼509-36)，注册资本
现为45307.3902万元。

洪九果品自2018年至今，一共获得多
轮融资，引入了多家知名机构作为股东。

2020年就四次增资扩股，2020年 3
月 23 日，从 13162.9892 万元，增加到
13748.0109 万元，3 月 30 日，增加到
13894.2663万元，2020年9月24日，增加
到15102.4634万元，2020年12月22日，
注册资本增加到如今的 45307.3902 万
元。

目前，洪九果品股东42名，前十大股
东中，邓洪九以27.79%持股比，为第一大
股东，亦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受益股份合
计28.35%；江宗英持股占比约9.43%，为
第二大股东；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持股8%，列第三，为IPO前最大外
部投资股东，系2020年9月23日入股的，
尚不清楚阿里入股价格。

“国家队”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占6.59%，还包括CMC资本、中
信建投、天壹资本、阳光保险、深创投等知
名机构。

记者获悉，具有重庆产业引导基金有
限公司背景的重庆逸百年现代农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洪九
果品4.04%，列第六。

具有上游品质把控优势

洪九果品为何吸引众多资本入股？
有业内人士指出，生鲜新零售、社区生鲜
崛起后，对产品标准化的需求越来越高，
要求上游需要更为严格的品质把控，这样
一来，洪九果品在上游的优势体现出价
值。

洪九果品的生产基地具有较强的稀
缺性，从而使得这些单品往往拥有更高的
价值。基于海外的基地布局，洪九果品得
以聚焦榴莲、山竹、龙眼、火龙果、红提、车
厘子等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红利属性的
大单品，依托国内的优质生产基地，打造
了猕天大圣贵长猕猴桃、洪九赣南脐橙、
洪九三峡脐橙、克伦生无籽红提、会理花
冠软籽石榴、奉节黄桃等10余个品牌超
级单品，可以满足中国市场对水果多样
性、高质量的需求。

2019年底，CMC资本入股洪九果品
时，合伙人陈弦曾表示，“洪九果品的端到
端业务模式不仅占据了上游核心产地资
源，而且通过稳定优质、丰富多元的品类
组合打通了下游渠道，成功服务了新零售
生鲜电商、全国连锁性中大型商超、水果
专卖店、水果经销商等多种客户类型，并
借力零售新模式快速增长的红利，实现快
速发展。”

邓洪九则表示：“CMC资本是国内一
流的美元和人民币双基金公司，未来在产
业链上助推洪九果品的快速拓展和竞争
优势的延伸。在得到CMC的融资支持
后，洪九果品将加速发力，进一步丰富品
类资源。我们在泰国、越南、南美等优质
水果产地深耕多年，并即将进入菲律宾市
场，希望把热带水果这个项目做深做透。
除此之外，我们将同步拓展国内水果核心
产区，从种植技术、种植标准、种植规模开
始，控制品质保证产量，打造十余个国产
水果超级大单品，影响带动整个中国水果
行业的产业升级和品质升级。”

10 月 25 日晚，重庆顺博合金发布
2021 年三季报，今年 1—9 月公司实现
营 业 收 入 66.65 亿 元 ，同 比 大 增
120.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8 亿元，同比增长 103.91%；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4 亿元，增 85.68%，基本每
股收益0.52元。

其中顺博合金7—9月实现营业收入
24.64亿元，同比增长133.1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85.25万元，同比
增长69.6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34.52万元，
增31.73%。

对于业绩增长，顺博合金表示，主要
系再生铝合金锭销售数量和价格同比增
加所致。

华森制药扣非净利增近15%

10 月 25 日 晚 ，重 庆 华 森 制 药
（002907）发布2021年三季报，今年1—
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5亿元，同比增
长3.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43.62万元，同比小幅下降5.64%；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444.83万元，同比增长14.82%，
基本每股收益0.223元。

扣非净利润正增长而净利润负增
长，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公司取得一笔
金额为1620.81万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而今年同期公司未获得相关补助。

正川股份净利增66%

10 月 25 日晚，重庆正川股份发布
2021年三季报，今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 5.52 亿元，同比增长 56.54%；归母净
利润6880.20万元，同比增长66.66%；扣
非后净利润6186.20万元，增幅68.00%，
基本每股收益0.46元。

其中，正川股份7—9月实现营业收
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28 亿元和
3004.85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36.15%和
372.24%，对比今年上半年营收 26.57%
和归母净利润 10.98%的增幅，提速明
显。

正川股份表示，业绩增长主要来
自于中硼硅产品销量的增加。今年以
来，为了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应对日益
复杂的竞争环境，公司继续加速推进

“转型升级”工作。一是高端药包材市
场拓展工作取得较大进展，集中资源
与多家知名药企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二是相关多元化战略稳步推进，加
快实施预灌封注射器产品生产线的建
设；三是中硼产品生产能力取得较大
提升，中硼拉管实现自产，中硼制瓶产
能迅速提升。

顺博合金净利增103%
水果大王洪九果品欲转战H股上市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彭芹 孙丹 张鲁玉

近日，中国证监会国际部披露的境外上市审核公示表显示，
重庆洪九果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九果品”）在列，申请
项目为IPO全流通，承销商/财务顾问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境内律师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境外律师为美国普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审计机构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受理时间
为2021年9月17日，状态为“已反馈”。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
着洪九果品不久将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招股书。

记者获悉，阿里去年入股，成为第三大股东，也是最大外部
股东，而重庆证监局资料也显示，洪九果品于今年9月
终止了A股上市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