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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创意山商业中心一期3栋1
层45-46#、48#、50-51#商铺 ，
总面积280.72平方米的商业物
业进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业
态为连锁咖啡烘焙、 快餐类主
力店， 详询成都市兴东置业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电话：028-
87776969。

声明·公告
●成都星路程鸿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J10109J246
297）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经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15202462342U） 股东会议决
定：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
元减少至4162.2780万元， 请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4日
●郫县云诚石材经营部陈秀云
法人章（编号：5101000147917）
遗失作废。

●成都华睿天奕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原法人刘苹苹法人章
（编号：5101095516609）销毁证
明遗失作废。
●四川省华林建材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65010174） 遗
失作废。
●四川金懿兴建筑劳务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3270
21508F）、 公 章 （编 号 ：5101
009484714）、财务专用章 （编
号：5101009484715）、 龙成 法
人章 （编号：5101000994393）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环星隆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法定名称章 （编号：510185
002663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金辉药业有限公司在成
都银行新南支行开户，帐号：09
022002209890000011，预留财
务章、钱辉私章均遗失作废。

● 成
都 益
盛 源
康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 编 号 ：
5101085132218）遗失作废。
●成都绘美家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7
9987853）遗失，声明作废。
●青羊区纽空间书店公章 （编
号：5101055138076）、发票专用
章 （编号：5101055138078）遗
失，声明作废。
●四川陆安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9207744）
损坏作废。
●成都正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95
03866）遗失作废。
●成都市解氏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 （编码：510100954126
4）遗失作废。

●本公司成都成华区韩桥商贸
部， 因不慎将保单遗失 （流水
号：18510000001953,现登报将
保单号602000012052020000
0177遗失登报处理），特此声明
●声明： 兹成都净好科技有限
公司未移交营业执照 (正副本)
及公章、 法定代表人章、 财务
专用章至管理人， 故作遗失处
理。 同时该公司于2018年9月2
9日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
告破产。 成都净好科技有限公
司 管理人 特此声明。
●成都唯爱主题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梁果法人章编号：510104
0026154，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40026152， 公章编号：51
01040026151均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兴乡公

立卫生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10112450896422C） 依 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1年1月14日起90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兴乡公立卫
生院清算组

2021年1月14日
●成华区美纶绣美甲店赵敏法
人章 （编号：5101085236225）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852
36224）均遗失作废。

●四川华康创拓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
095484245）遗失作废。
●成都创际科技有限公司的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41
867602）遗失作废。
●成都润成服饰有限公司原法
人邓甲富法人章 （编号：5101
825006069）遗失作废。
●成都腾飞华美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杨志全法人章 （编号：51
01129906992）遗失作废。
●四川大行宏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给余秋 （身份证号
512501197007236401）的专用
收据 （编号0002167， 金额100
00元； 编号0002388， 金额20
元）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华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75164271）、
财务章（编号：510100834970
3）、 张显平法人章 （编号 ：
5101008349706）均遗失作废。
●成都博言诚品科技有限公司
梁爽法人章编号51010089792
42，公章编号510100897923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9792
40，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8
998505均遗失作废。
●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机关工
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J6510038761102，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百花潭支行，法
人：吴礼照，账号：51001479037
051501848，声明作废。

●四川楠方精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
150051754）遗失，声明作废。
●金堂县明视眼镜行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川
蓉食药监械经营许20190922
号）遗失作废。
●成都蓉都汇丰建材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954
88505）， 罗磊法人章 （编号：
5101095488507）均遗失作废。
●成都坤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1010551
19784，声明作废。
●成都界咖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原法人：冯倩法人章编号：
5101099976013遗失作废。

●成都广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2
37498）遗失作废。
●北京中海斯特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王艳玲负责人章编
号：5101085187306遗失作废。
●锦江区祥意益民锁业经营部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4MA6AL20W99）副本、
公章（编号5101040266041）、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26604
2）、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2
66043）、 郑龙法人章 （编号
5101040266044）遗失作废。

记者13日从中国银保监会
获悉，为健全消费金融公司风
险监管制度体系，强化分类监
管，推动消费金融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银保监会近日出台了
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

根据《消费金融公司监管
评级办法（试行）》，消费金融公
司监管评级要素共5项：公司治
理与内控、资本管理、风险管
理、专业服务质量、信息科技管
理，各部分权重占比分别为
28%、12%、35%、15%、10%。

根据办法，监管评级结果
分为1级、2级（A、B）、3级（A、
B）、4级和5级。评级结果数值
越大表明机构风险越大，需要
越高程度的监管关注。

银保监会表示，监管评
级结果是监管部门衡量公司
经营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和
风险程度，以及制定监管规
划、配置监管资源、采取监管
措施的重要依据，也是实施
消费金融公司市场准入事项
的参考因素。 据新华社

近日，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孩子王”）更新了招股书，
并对深交所创业板问询函作出回复。

根据孩子王披露的最新的业绩，
2020年1月-9月，公司营业收入58.23亿
元，同比增长0.1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 的 净 利 润 为 2.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7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7亿元，同比
增长3.15%，并称公司不存在经营业绩
下滑的情形。

五星电器创始人缔造，
腾讯、大钲持股

孩子王的创始人汪建国曾一手缔
造了五星电器，现任五星控股集团董事
长。汪建国与汪浩父子以110亿元财富
位列《2020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805位。

在高位卖掉五星后，汪建国大力培
育母婴零售品牌孩子王。2016年12月，
孩子王在新三板挂牌上市。2018年4月，
孩子王选择从新三板摘牌，当时孩子王
仍是新三板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达
167亿元。是继酒仙网之后，第二家“被
认证”的独角兽企业从新三板摘牌。

终止挂牌的原因，孩子王官方给出
的说法是“战略发展需要”。但市场猜
测，此举或为主板IPO做准备。

事实上，早在孩子王挂牌新三板的
时候，董事长汪建国就曾公开表示，计
划2017年开始冲击主板IPO。

2020年7月13日，孩子王向深交所
提交了创业板上市申请，拟募资24.49
亿元，其中15亿元用于全渠道零售终端
建设，2亿元用于全渠道数字化平台建
设，2.1亿元用于全渠道物流中心建设，
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招股书显示，孩子王主要通过线下
直营门店和线上渠道向客户提供母婴
商品零售，同时还提供增值服务如儿童
游乐、亲子互动活动、育儿服务等各类
母婴童服务。

根据招股书引用的Mob Data的数
据显示，母婴行业市场规模从2010年的
1万亿元增长到了3.02万亿元，复合增
速为14.76%。随着消费升级趋势继续发
展，母婴行业有望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作为中国母婴零售龙头企业，孩子王
颇受资本青睐，其股东名单里包括神州租
车创始人陆正耀，福建大钲持股2.3995%，

腾讯移动有限公司也持股3.00%。
汪建国通过其全资持有的江苏博

思达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千秒诺、南
京子泉间接持有孩子王46.25%的股份，
为实际控制人。

一年营收超82亿元，
业绩依赖奶粉销售

根据招股书，2014年至2019年，孩
子王的营收扩大了五倍，年均复合增长
率高达39.47%。2017年-2019年，孩子王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2.35亿元、66.71亿
元 和 82.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51% 、
27.43%、23.56%；同期净利润为9379.93
万元、2.76亿元和3.77亿元，同比增速分
别达到167%、194%、36.59%。

2020年1月-9月，公司营业收入
58.23亿元，同比增长0.16%；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59亿元，同比增
长5.7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7亿元，同
比增长3.15%，并称公司不存在经营业
绩下滑的情形。

从业务细分来看，孩子王的主营业
务包括母婴商品及其服务、供应商服

务、广告和平台服务收入，其中母婴商
品贡献了收入大头，2017年到2020年上
半 年 占 营 收 比 重 分 别 为 94.58% 、
92.23%、89.91%和90.56%。

孩子王十分依赖对奶粉产品的销
售。2017年到2020年上半年，奶粉产品
占母婴商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3.34%、50.32%、53.99%和58.25%。值得
注意的是，孩子王没有自身的奶粉品
牌，其所售奶粉都来自向供应商采购。

此外，在主营的母婴商品板块下，
2017年到2020年上半年，纸尿裤产品占
母 婴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6.85%、15.46%、14.53%、14.25%，其他
零食辅食、外服童鞋、玩具、洗护用品等
占比均在10%以下。

虽然公司主要业务均来自于母婴
商品，但该业务的毛利率却并不太高，
且 近 年 来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26.93% 、
25.50%、23.78%，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
且均低于期间费用率。

2017-2019年，孩子王的期间费用率
分别为28.55%、26.58%、25.35%，综合毛
利率分别为30.06%、30.11%和30.34%。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科创板将迎联想集团归来

据联想集团公告，本次拟发行新股
占扩大后股份总数不超过10%，募得资
金将用于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研
发，相关产业战略投资，以及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上述发行CDR及科创板上
市的整体建议，均取决于市场情况、股
东的批准及相关证券交易所及监管机
构的必要批准。

以联想集团总股本计算，预计在科
创板新发股份13.3亿股，融资额预计大约
100亿元人民币。如果一切顺利，A股科创
板将迎来全球PC出货量最大的公司。

近两年资本市场掀起了一股港股
回归A股科创板上市的热潮，红星资本
局初步统计，目前已有多家明星公司
中 芯 国 际（688981.SH）、君 实 生 物
（688180.SH）、康 希 诺（688185.SH）和
神州细胞（688520.SH）等。有分析称，
科创板上市有利于提升公司估值和流
动性，且科技核心资产在A股市场也更
受青睐。

针对此次科创板上市申请，联想
集团称：“我们相信，回A股上市计划将
有助于增强公司战略与蓬勃发展的资
本市场的紧密连接，提升投资人投资
联想的便利性，从而进一步释放联想

的价值，让我们能够以更大力度投资
于科技创新、服务转型和智能化变革，
更好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表
示：“凭借我们在卓越运营和全球资源、
本地交付等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联想
将牢牢把握数字化、智能化变革的发展
机遇，为社会、为股东创造长期可持续
的回报。”

PC业务仍然独大 市值破千亿港元

IDC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
球 个 人 电 脑 市 场 出 货 量 同 比 增 长

13.1%，其中第四季度同比暴涨26.1%，
达到9160万台。前三大厂商中，联想集
团出货量同比增速高达29%，排名保
持全球第一，第四季度全球市场份额
上升至25.2%。

从业务板块来看，目前联想集团
主要有智能设备业务集团、数据中心
业务集团两大板块。其中，智能设备
业务集团分为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
业务、移动业务。个人电脑和智能设
备业务目前是联想营收的主要来源，
第二财季营业额为793亿元，占总营收
比重接近8成。

可见，虽然联想集团宣称转型多
年，但至今依然是PC业务独大，而移动
业务、数据业务等占比仍然太小。

曾几何时，联想手机也风光无限，
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前四的
成绩。然而后面逐年萎缩，从过去营
收占比18%降至目前的9%。随着华为、
小米、OPPO等厂商的快速崛起，联想
智能手机在国内市场已被边缘化，如
今其主要阵地反而是拉美和北美，并
在拉美智能手机市场中出货量保持
了第二名。

联想的数据中心业务集团虽然增
幅还不错，但营收占比仍不到10%。

联想集团在港股的股价长期相对
低迷。但自去年12月起，联想集团股价
一路走高，从5港元左右稳步上涨到8港
元以上，期间涨幅超50%。截至1月13日
收盘，联想集团市值已成功突破千亿港
元大关。

建银国际研报指出，联想集团计
划在科创板上市，将成为推动估值的
催化剂，因可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
同时集团软件服务收入增长快速，将
可提供更高的利润率及提升盈利，有
助长远获重新评级，有信心有关业务
于 2021 至 2022 年 度 复 合 年 增 长 达
30%，并于2023年度整体收入占比提
高至14%。建银国际将联想目标价由
6.7港元上调至10.5港元，维持“优于
大市”评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12日，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基金公布了一些最新的数据，
这些数据引起了达哥的注意。

接下来一段时间，白酒
股可能会面临一个阶段性的
调整了。虽然我依然中长期
看好白酒行业，但如果陷入
整个板块的阶段性调整，也
不会感到意外。具体调整幅
度能有多大，这个不好说，但
要做好准备。

大盘的短期趋势，我们不
去过多猜测，但还是要时刻对
市场现象进行细致的观察。

昨日虽然指数在调整，但
成交量没有萎缩，沪市成交
5500多亿元，深市成交近6800
亿元，相比12日是放大的。那
么，如此大的资金，都在向哪
些个股聚集？

昨日，深市有6家公司成交额
都超过了100亿元，这是比较罕
见的。这6家公司分别是东方财
富、京东方A、TCL科技、比亚迪、

宁德时代和天齐锂业。其中，东
方财富的成交额高达186亿元。

而这6家公司的总成交
额，竟然高达749.39亿元，占深
市成交总额的11%。而整个深
市的个股总数，有2400多只。
换句话说，0.25%的上市公司，
完成了深市11%的成交额。

这种现象，很自然让我们
想到了美股的纳斯达克，也就
是苹果、特斯拉等几家巨头，实
现了对纳斯达克的“统治”。我
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预期，未来
的A股市场，也会朝着这样的
方向发展？其实，这种变化已经
开始出现了，未来的A股，资金
也必然会向龙头公司聚集。

后市的行情，达哥继续不
做短线上的判断。之前我们已
经讲过，新年之后一波快速上
涨行情，可能会随着新发基金
建仓的结束，而转入慢涨格局，
所以有可能会逐渐放慢脚步。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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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股可能会面临
一个阶段性的调整

银保监会出台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

1月13日，证监会官方微
博发布消息称，同意包括成都
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纵横股份”）在
内的4家公司科创板IPO注册。

根据“天眼查APP”显示，
纵横股份曾用名“成都纵横自
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是
一家无人机智能飞行控制与导
航、机载任务设备、指挥控制系
统以及系统集成服务商，产品
有AP System系列自驾仪、无
人机等。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4
月8日，法定代表人为任斌，注
册地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五
街。根据其招股书显示，2019
年，大疆创新以55.1%的市场份
额位列中国工业无人机整机市
场第一，纵横股份以5.4%的市
场份额位列第二。

同时，招股书指出，该公

司此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2，190万股，拟募集资金
4.51亿元，主要用于大鹏无人
机制造基地项目、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成都
市资本市场今年第一家即将
科创板IPO注册的企业，也是
成都第5家科创板挂牌上市企
业。在此之前，成都先导、秦川
物联、盟升电子、苑东生物已
相继过会并登陆科创板。随着
证监会同意纵横股份科创板
IPO注册，成都A股上市公司
总数将达到89家。

据了解，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成都新增境内外上市公
司10家，其中4家科创板上市企
业；此外还有极米科技等9家公
司已过会待上市。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李晨

资本市场“成都军团”新年第一股！
纵横股份科创板IPO注册获通过

市值已破千亿港元市值已破千亿港元
联想集团要回科创板！

靠奶粉撑起近半业绩靠奶粉撑起近半业绩
孩子王冲刺创业板

受此消息刺激，
1月 13日早盘港股
联想集团大幅高开
近 15%，收报8.83
港元，涨9.69%，创
近五年来新高。市值
成功破千亿，达到
1063亿港元。

科创板
将再添一家
重磅科技公
司，这次是
全球PC出
货量第一的
联想集团。

联想集团（00992.HK）
1月12日晚间公告，董事会已
批准可能发行中国存托凭证
（CDR）、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申请CDR上市及
买卖的初步建议。公司拟发行
新普通股，占扩大后已发行普
通股股份总数不超过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