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9日，据天眼查信息，奥凯
航空的母公司华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田投资”）对历史法
定代表人以及历史主要人员进行
了公示。大田集团董事长王树生不
再担任华田投资的法人，但仍持有
华田投资4%的股权。

此前的3月底，华田投资的控
股股东发生变更，广州秋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秋石资
产”）以35.34亿元的认缴出资成
为华田投资的大股东，持有95%
的股权。

4月12日，奥凯航空相关人士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奥
凯航空是华田投资有限公司旗下
核心产业，本次引入战略投资重组
华田投资有限公司，对奥凯航空实
属重大利好。华田重组后的新战略
定位是做强航空、做精地产、做大
物流。

三度易主，命途多舛

奥凯航空是国内第一家批准运
营的民营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于
2005年3月11日开航。但自2005年以
来，奥凯航空已经三度易主。

2006年，吉祥航空母公司均瑶
集团收购北京奥凯交能投资有限公
司71.43%的股份，成为奥凯航空的
第一大股东，间接持有奥凯航空63%
的股份。

此后，奥凯航空内部出现纷争，
甚至一度停航。至2010年，天津大田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田集
团”）董事长王树生对外宣布，大田
集团斥资近5亿元收购了均瑶集团
所持有的奥凯航空股份，以及其他
小股东的股份，实现了100%持股。

大田集团是国内领先的民营物
流企业。王树生当时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对于大田集团来说，航空

货运业可以和大田现有的公路运输
形成互补，而收购比直接办航空公
司的成本低得多。

此后，王树生曾表示，奥凯航空
在战略定位上将干支结合，客货并
举，“我们现在有货运代理、仓储配
送和公路运输业务，还有海运业务，
如果再拥有航空货运公司，就能组
建海陆空一体化的物流体系。”

战略定位不够聚焦？

对于王树生提出的上述战略，
民航资源网专家林智杰于4月12日
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在
大田集团接手奥凯航空以后，其战
略定位不够聚焦。

林智杰分析称，民航业是个典
型的规模经济性行业，为了降低单
位成本，中型航司基本上都尽量采
购一种机型，形成单一机队，这样可
以降低采购、维修、人力、培训成

本，提高运行效率。“而奥凯航空在
成立初期走多机型运营，即有737窄
体飞机，又有新舟60支线飞机，还有
全货机，机队小而机型杂，没法形成
规模效应，运营负担就比较重。”

同时，对于“干支结合，客货并
举”，林智杰表示：目前在国内，支线
业务和全货机业务都不太赚钱，一
般是新航空公司无法拿到干线牌照
才会做这些业务。而奥凯航空在已
有干线牌照的情况下，还主动做这
些业务，就显得不够专注。

等到2015年，奥凯航空剥离支线
业务，将旗下的支线航空业务并入幸
福航空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并成立幸
福奥凯航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幸福奥凯”）。目前，奥凯航空仅
持有幸福奥凯5%的股份。

4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查阅奥凯航空官网，发现其现在运
营国内、国际航线100余条，拥有30架

飞机，包括2架737MAX系列客
机、27架波音737NG系列客机
飞机以及1架波音737货机。

未来要“做强航空”

在秋石资产成为华田投资的大
股东后，奥凯航空的战略定位是否
再度发生变化？

4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就此采访奥凯航空相关人士，
对方表示：奥凯航空是华田投资有
限公司旗下核心产业，本次引入战
略投资重组华田投资有限公司，对
奥凯航空实属重大利好。

对方称，“新股东的引进给‘华
田’带来如资金、人员和资源上的补
给，将为华田旗下各个板块注入生
机与活力。华田重组后的新战略定
位是做强航空、做精地产、做大物
流，该战略的稳步实施会给华田产
业带来质的飞跃。”

至于其他问题，奥凯航空表
示：目前公司刚刚进入重组整合前
期，内外部事务较多，待整合方案
落实后，会对外告知具体事宜、事
项等情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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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承诺未履行承诺，，雀巢仍在婴儿奶粉中加香兰素雀巢仍在婴儿奶粉中加香兰素
奶粉“添香”再惹非议

雀巢回应，正在寻找香兰素替代品，今后将除去这项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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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全国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价格指数为
81954元，环比微降2.8%，同比大涨10.2%，二手车越来
越多地成为用户购车的新选择。瓜子二手车同步发布
了3月10个核心城市的瓜子价，北京、深圳、成都分列交
易均价前三，其中北京以96564元的交易均价继续在全
国稳居首位。

3月成都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价格指数为90909
元，较上月小涨3.3%，同比大涨近12%。

3月成都热门交易车型的价格区间（单位：万元）：

3月成都二手车热销车系车型不同车龄对应价格区间（单位：万元）
车型

大众POLO
福克斯
高尔夫
英朗
科鲁兹
宝来
速腾

0-1年车龄
[6.4，7.1]
[8.6，9.2]
[11.7，12.3]
[7.9，8.5]
[9.1，9.5]
[8.6，9.2]
[10.8，11.5]

1-3年车龄
[5.7，6.6]
[7.0，8.3]
[10.1，11.4]
[6.2，7.8]
[6.2，7.4]
[7.6，8.5]
[9.7，10.7]

3-5年车龄
[5.1，6.2]
[5.7，7.2]
[8.5，9.8]
[6.1，6.8]
[5.3，6.0]
[6.4，7.3]
[8.3，9.3]

5-8年车龄
[3.2，4.5]
[3.7，5.1]
[6.4，8.2]
[4.5，5.7]
[3.5，4.5]
[3.8，5.1]
[5.6，7.1]

添加香料
批评之下，雀巢停用蔗糖，
仍使用香兰素

记者逐一查看了雀巢旗下的
惠氏金装和惠氏启赋、美赞臣安婴
儿、雅培、雀巢能恩、亨氏、贝因美、
伊利金领冠、飞鹤等多个进口和国
产品牌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发现惠
氏金装S-26、爱儿乐婴幼儿奶粉2
段、惠氏启赋婴幼儿奶粉2段的配
料表上标明含有“乙基香兰素”，贝
欧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
龄）的配料表标注含有香荚兰豆浸
膏（提取物）。其他各品牌与年龄段
的婴幼儿奶粉的配料表上，记者没
看到香兰素香料。另外，记者没有
在这些产品配料里看到蔗糖。

2018年2月，CMF发布了一篇
基于雀巢在40个不同国家销售的
70多种产品情况的调查报告，发现
雀巢部分婴幼儿奶粉产品含有香
兰素和蔗糖，并使用“接近母乳”宣
传illuma启赋婴儿配方奶粉。而世
界卫生组织营销准则和后续决议

禁止宣传奶粉与母乳等效，因为有
科学机构证明，母乳中含有许多活
性物质，目前的技术是无法复制这
些活性物质的。“有一个明确的科
学共识，即配方奶粉永远不能接近
母乳。”

这份报告引发了市场对雀巢
的批评。当时雀巢承诺，会终止在
针对12个月以下婴儿的产品中使
用蔗糖和香兰素。

不过近期CMF发现，最终雀巢
只是停止使用蔗糖，一些产品依旧
在 使 用 香 兰 素 ，比 如 惠 氏 S-26
Promil Ultima婴幼儿奶粉2段、惠
氏illuma启赋婴幼儿奶粉2段。并且
没有更改用“接近母乳”宣传illuma
启赋婴儿配方奶粉的方式。

雀巢回应
寻找香兰素替代品，
今后将除去这项配方

对此，雀巢回复称，“我们遵守
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母乳代用品营销
守则和随后由成员国实施的世界卫
生大会决议。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措

施和机制，以确保合规。我们不会使
用任何理想化我们产品的陈述，也
不会暗示我们的婴儿配方或材料优
于或等同于母乳。”同时，雀巢再次
承诺，它正在寻找香兰素的替代品，
今后将除去这项配方。“尽管食品法
典和地方法规允许后续配方食品
（6-12个月婴儿）中的香兰素香料，
但我们已自愿决定将其从少数仍含
有香兰素的配方食品中删除。”

雀巢中国公关部表示，食品法
和 地 方 法 规 允 许 2 段 配 方 食 品
（6-12个月婴儿）中添加香兰素香
料，但雀巢已自愿决定将其从少数
仍然含有香兰素的雀巢配方食品
中移除，而且正在寻找替代品。雀
巢当前也在删除新标签中的香兰
素标识。雀巢的婴儿奶粉成分在全
世界是根据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
定）做一些调整。

在清明节假期之后，上周市场出现
冲高回落的走势，沪指最高创出3288点的
本轮行情新高，但随后陷入调整之中。上
周五，沪指最低跌到3168点附近，最终以
3188.63点报收，沪指周跌幅达到1.78%。

从高点算起，其实上周沪指也就跌
了约100点，不过相信很多人都感受到了
压力的存在。那么，接下来大盘走势将何
去何从？

牛博士：达哥，你好，小长假之后，市
场一度比较亢奋，不过，大盘的走势却事
与愿违，你对上周的行情怎么看？

道达：市场的情绪确实是比较亢奋
的，进入4月行情之后，大盘一度走得非
常强，短短几个交易日，沪指脱离了3000
点关口的多空纠缠，开始向3200点发起
攻击，所以在假期期间，投资者比较激进
的情绪始终保持得比较旺盛。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受江苏响水
“3·21”爆炸事故影响，市场空前关注化
工股节后的走势。然而，上周一虽然化工
股大面积涨停，但很多人就被亢奋的情
绪深度影响，于是被套在高位。最典型的
个股就是浙江龙盛，被套牢的活跃资金
非常多。

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市场热点得以
维系，比如自贸区题材、氢能源板块等还
有所表现，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渐回调，我
们确实感觉到了压力的显现。

牛博士：你觉得近期压力主要表现
在哪些方面？

道达：首先，还是来自于技术上的压
力。上周一沪指一度冲高，完全回补了去
年3月23日大跌时留下的向下跳空缺口。
这本身是有利于后市继续向上走的。不
过，当时在出现缺口之前，大盘在3200点
上方也走出了一个小平台，而这个平台
破位之后，宣告了一波下跌趋势的到来，
所以现在大盘到了平台位置，压力自然
就开始显现了。

另一方面，前期很多个股经过一番
炒作之后，累计的涨幅也已经不小，而
此时大股东减持的情况又开始不断出
现，尤其是对强势股的减持，打击力度
是很大的，比如同花顺、浙江龙盛等，都
出现了重要股东的拟减持计划。有统计
显示，今年A股市场出现的拟减持总市
值已经接近1600亿元，这个数据对市场
影响是很明显的。

牛博士：白马股近期被抛售的压力
也是比较大的，你对此怎么看？

道达：白马股，尤其是白酒板块，近
期确实受到了来自港资的减持压力。从数
据就可以看出，港资在连续减持白酒股。
不过，从白酒股的表现来看，港资的减持
倒也是情有可原。

上周，贵州茅台最高涨到了950元
之上，而五粮液也一度站上110元。港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陆续减持白酒
股，我觉得这也是符合港资一贯的操作
风格的，大家都不看好，很低迷的时候，
他们悄悄买入，涨幅比较大了，情绪比较
疯狂了，他们又会开始卖出。

但我觉得，他们减持，并不代表不
看好白酒股，而仅仅是一种短期的高抛
低吸。

牛博士：你认为本周行情会如何发
展，是进一步探底，还是展开新一轮的
攻势？

道达：我个人认为，既然当前市场面
临的压力，是来自于多方面的因素，所以
要想化解这些压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情。在上周市场的调整中，相信很多资
金是受了伤的，只有经过疗伤，投资者情
绪得到一定修复之后，市场才会重新凝
聚力量再度走强。所以，我感觉大盘可能
还会调整几个交易日，然后再重新进入
战斗状态。 （张道达）

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表
示，企业在奶粉中加香兰素主要是
为了提升口感与风味，欧盟等地早
就有相关的规定，不主张在婴儿奶
粉中添加香精，但从2000年开始，
洋奶粉纷纷添加香精迎合中国人
口味。

我国规定，0-6个月婴儿的婴
幼儿配方食品不允许使用香精，另
外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中
规定，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中
香 兰 素 的 最 大 使 用 量 为 5mg/
100mL，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香
兰素的最大使用量为7mg/100g。

不过记者查询发现，在2010年
卫生部公布《食品用香料、香精使
用原则（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将
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
方食品列入了“不得添加食用香
料、香精”的食品名单。

对此，乳业专家宋亮向记者表
示，婴幼儿奶粉添加情况需要向营
养专家确认，关于婴儿奶粉中添加
香兰素的问题之前有过反复讨论，

“目前来说，个人认为添加香兰素
是不合适的。”

营养师杨娟向记者解释称，香
兰素是国家允许添加的食品添加
剂，按国标添加不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但过量摄入食用香精、香料会
加重肾的负担，有损脏器的发育。
婴幼儿长期吃添加香料的奶粉，容
易形成味觉依赖，造成偏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摄影报道

近日近日，，环境与社会环境与社会NGONGO市市
场 发 展 基 金 会场 发 展 基 金 会（（ChangingChanging
Markets FoundationMarkets Foundation，，以下简以下简
称称CMFCMF））发布了对雀巢宣传方式发布了对雀巢宣传方式
的追踪报告的追踪报告。。报告称雀巢未能报告称雀巢未能
履行其对更改其婴儿配方奶粉履行其对更改其婴儿配方奶粉
范围的承诺范围的承诺，，依旧在依旧在1212个月以个月以
下的婴儿配方奶粉中使用香兰下的婴儿配方奶粉中使用香兰
素素，，并且继续用并且继续用““越来越接近母越来越接近母
乳乳””等说法宣传等说法宣传。。

44月月1313日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红
星新闻记者走访了多家商超星新闻记者走访了多家商超，，
发现包括雀巢在内发现包括雀巢在内，，部分婴儿部分婴儿
配方奶粉仍然含配方奶粉仍然含有香兰素有香兰素
————

瓜子二手车发布3月成都瓜子价：严选二手车价量齐涨 逆车市寒流成品质之选

奥凯航空三度易主 秋石资产入局，要“做强航空”

香兰素又名香草醛，是
一种广泛使用的可食用香
料，可在香荚兰的种子中找
到，也可以人工合成，有浓烈
奶香气息。

目前，香兰素广泛运用
在各种需要增加奶香气息的
调香食品中。

争议配料香兰素

香
兰
素

/ 新闻观察 /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3200点上方
压力开始显现
——道达对话牛博士

贝欧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配料表中有“香荚兰豆浸膏”字样

惠氏启赋二段配料表中有乙基香兰素

比如爱儿乐婴幼儿奶粉2段、
贝欧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