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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2 日期间， 沪深两市共 24
家上市公司披露股东减持计

划，涉及重要股东 43 名，以最
新收盘价计算， 合计拟减持金
额约 41.7 亿元。 立华股份重要
股东拟减持金额最高， 拟减持
金额约 7.31 亿元； 中简科技重
要股东拟减持金额居次， 拟减
持金额约 6.57 亿元。

另外， 江龙船艇、 辰安科
技、天目湖、瑞特股份、热景生
物、晨曦航空、海能实业、兆驰
股份、 信捷电气等股重要股东
拟减持金额也均在 1 亿元以
上。

“减持股这么多，是不是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们都不看好公

司前景啊？ ”娇娇问。 很多上市
公司一出减持消息， 投资者就
关灯吃面了。

“但充分看好未来发展前
景的 A 股上市公司也大有人
在 ，不少上市公司最近回购热
情也挺高的。 ”高智说。 据统
计， 今年前三季度， 共有 365
家 A 股公司发布回购公告 。
其中 ，有 310 家公司正在实施
或已完成股份回购，涉及金额
高达 732.93 亿元。回购金额前
十强的 A 股公司中，蓝筹股成
为“绝对主力”。 同时，A 股“最
壕回购”纪录缔造者――中国
平安也迎来了一位“强敌”，家
电龙头格力电器有望超越前

者 59.94 亿元的回购额 ，从而
刷新 A 股 最 高 回 购 金 额 纪
录。

“中国平安和格力电器都
是优质成长股， 保持大股东地
位至关重要， 同时保持股价在

一定高位运行也是很正常的举

动。 ”郁教授道。 像中国平安和
格力电器这种“级别”的企业，
是有打造百年老店想法的 ，所
以控股方一般不会任由股价下

行， 这也是机构愿意长期持有
这类股的原因所在。

“只要大股东真心诚意掏
出真金白银， 市场一般都会给
以正面回应。 ”高智说。 大手笔
回购， 突显了上市公司对自身
成长性的认可 。 三诺生物在
2019 年 8 月 8 日公告称， 公司
拟掏出 5000 万元-1 亿元回购
股份， 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 该预案披露当日，
三诺生物股价即上涨 4.04%，收
盘价为 10.66 元/股。 而截至今
年 7 月 31 日 ， 三诺生物以
11.52 元/股-14.614 元/股的价
格，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90.1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
成交总金额为 7605.17 万元。三
诺生物今天的最新收盘价为

43.6 元/股，若以 12.89 元/股的
回购均价测算 ， 涨幅已高达
238%。

“看来回购股比减持股更
受欢迎。 ”劳七桃总结了一句。

“回购股比减持股更受欢
迎，主要还是从信心的角度看。
如果从股市运行角度观察 ，很
多有减持需求的上市公司基本

面会打扮得漂漂亮亮， 股价反
而会比较活跃。 ”华风从一个炒
手的角度来理解上市公司回购

和减持的动作，在他看来，不管
是减持还是回购， 股价处于什
么位置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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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到来的 “双 11”购
物节，智慧物流平台菜鸟网络 14
日宣布，联合全国主要快递企业
启动“双 11”物流备战工作。相关
企业将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包裹送
达速度，通过增加快递包装回收
装置，推动“绿色快递”再升级。
“今年的‘双11’，将是一届物

流全要素、全链路数字化的 ‘双
11’。”菜鸟“双11”物流总指挥孙
建介绍，今年将首次在“双11”期间
把部分预售商品提前配送到社区，让
消费者支付尾款后可以立即收货。

运用数字技术，目前菜鸟已连
接各大快递物流合作伙伴的约 300
万物流从业人员、20 多万辆车和
20多万个站点，其中快递转运中心
已接近 100%实现自动化。
中国的“双 11”也成了很多全

球消费者的节日。进口方面，菜鸟
国际的全球供应链已前溯至进口
国，部分进口商品可向海淘用户提
供次日达服务。此外还专门开设进
口直播仓，实现“边播、边卖、边发
货”。出口方面，今年菜鸟国际的
“双 11”包机规模将创历年新高，
达到 200多架次。

为打造绿色“双 11”，今年全
国的快递站点和菜鸟驿站，将新增
约 1 万个快递包装回收装置，全国
7万个菜鸟驿站将采用各种形式参

与绿色包装回收。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统计显示，

今年 1 月至 8月，全国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480.5 亿件，同

比增长 25.4%。数字技术的广泛运
用，使得全国范围内的智能物流骨
干网络逐步成型，有助于解决“双
11”的物流洪峰难题。

记者 林劲榆

晨报讯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消息，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将自 2020 年 10 月
30日起召回共计 16792辆汽车。其
中，召回 2018 年 9 月 20 日至
2019 年 8 月 8 日生产的部分国产
马自达 6 阿特兹汽车，共 16792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低

压燃油泵芯内部叶轮（树脂制）的
密度不足，造成叶轮在使用过程中

受燃油影响发生膨润、变形，与燃油
泵壳体和泵盖发生干涉，导致低压
燃油泵芯工作不良。某些情况下可
能出现车辆不能启动或车辆行驶中
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

基于以上故障，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将委托一汽马自达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过授权经销
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
改善后的低压燃油泵芯，以消除安
全隐患。
此次并非马自达品牌首次对旗

下车型进行问题召回，9月中旬，长

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也向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2020 年 10 月 30 日起召回共
计 29134 辆汽车。召回原因与此次
一汽马自达召回的问题同样。
事实上，此次召回是电装公司

生产问题燃油泵而启动召回的一
部分。据悉，日本汽车零部件巨头
“电装公司”生产的燃油泵存在缺
陷，多家日本车企受到影响，使用
该问题燃油泵包括丰田、本田、斯
巴鲁、三菱、马自达等多家日系车
企。

包裹提前进社区 快递业备战“双11”
菜鸟网络：联合全国主要快递企业启动物流工作

相关企业今年将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包裹送达速度 /视觉中国

燃油泵缺陷，国产马自达轿车召回
多家日系车均涉及该隐患

公司成立满 5 年， 注册资金满壹
仟万， 建筑装修三级并有相关业
绩。 领标书时间：10月 15日至 10
月 19日，地址：长乐路 989号 208
，54043388-665，黄先生。

四季雅苑地库粉刷翻新招标公告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部 ：昌里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金陵东路 420 号 T：331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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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告 ： 经上海银保监局批
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市南支公司地址变更为：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237号 601
-618室，特此公告！
保险公告 ： 经上海银保监局批
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支公司地址变更为：
上海市宝山区爱辉路 201 号 1
幢 8层，特此公告！
保险公告 ： 经上海银保监局批
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支公司爱辉路营业
部地址变更为：上海市宝山区淞
滨路 387号，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上海市聚辉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 2020 年
10月 15日（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