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

列活动，彰显红色央企责任使命担当，

华润信托于2021年6月中旬开始筹建

“润信未来”青年志愿服务队，并于7月

6日获得深圳市福田区义工联合会批

复正式成立。

短短100天，“润信未来”青年志愿

服务队已发展在册队员121名，开展志

愿活动 26批次，先后参与深圳市抗疫

防疫、残障关爱、科普教育、绿色环保等

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民众10余万人次，

赢得社区机构和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

不忘初心
在抗疫一线书写最美青春

“请大家排好队，提前打开二维

码。”“请大家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

离。”“请大家戴好口罩，疫情防护靠

大家！”疫情期间，不少社区都能看到

华润信托“润信未来”青年志愿服务

队的身影。他们活跃在深圳市多个

核酸采集点和疫苗接种点，积极沟通

协调、发挥专业专长，协助引导居民

扫码登记、信息采集，保障居民顺利

完成核酸采样检测或疫苗接种。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取

得决定性胜利，但海外输入性病例持

续不断，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也出现一

些反复。为协助巩固疫情防控成果，6
月 3日，华润信托党委发出倡议，广泛

号召和动员公司青年党团员和员工，

正式组建“润信未来”青年志愿服务

队，奔赴社区防疫抗疫一线，协助开展

全民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工作。

短短一周内，志愿服务队共计组

织30余名青年党团员和员工先后参与

2个社康中心、1个集中接种点、4个核

酸检测点的志愿服务工作，共计服务

社区群众5万多人次。他们任劳任怨、

服从安排、迅速集结、耐心细致地开展

各项工作，与医护人员、社工等并肩作

战，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服

务群众的强大动力，在疫情防控一线

守初心、担使命、当先锋、做表率。

“疫情防控是当前最紧迫的事，在

防疫抗疫战斗中我们应当行动起来，

为生活和热爱的城市做点什么。”青年

志愿者表示。

传播爱心
为社区残障人士办件实事

在防疫抗疫志愿服务之余，华润

信托“润信未来”青年志愿服务队又将

目光投向困难残障人士及其家庭。

2021年9月初，秋日暖阳，华润信托

“润信未来”志愿服务队联合福安社区党

委组织开展“关爱残障家庭活动”，对辖

区21户残障家庭及越战伤残老兵开展

中秋节日慰问并发放相关生活物资。

通过慰问活动，华润信托进一步

深入基层、融入社区，与大家拉近距

离、加强交流，促进企业与社区的相互

了解，推动实现社区企业一家亲。同

时，志愿服务队也以自身行动号召和

动员更多的企业与个人参与到社区关

爱的事业中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部署，传承

中华民族扶助弱小的优良传统，帮助

和支持辖区困难群体提高生活质量和

幸福指数。

此次慰问对象包括曾经参与保家

卫国的二等功勋老兵。于青年志愿者

而言，活动不仅为功臣们送去关怀、关

心、关爱之意，更是让青年志愿者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真切感受体验

爱国主义教育洗礼。

此外，为做好志愿服务，青年志愿

者们主动参与到由深圳市龙华区残疾

人联合会、区残疾人服务协会主办的

残障者家庭援助计划志愿者培训中，

学习助残知识、了解帮扶对象、掌握帮

扶技巧。后续考核合格后，将走进残

疾人家庭、拉对帮扶服务、助力残疾人

更好融入社会。

汇聚善心
用实际行动守护金山银山

为倡导低碳生活、传播环保理念，

在第 52个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华润

信托“润信未来”青年志愿服务队携手

华润集团财务部党支部，共同开展“大

小牵小手，地球更美丽”志愿服务活动。

20名志愿队员家庭和华润集团财

务部7名党员家庭，合计约50人，积极参

与到世界清洁地球日志愿服务活动中。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家庭热情高

涨，一大早便准时在莲花山公园南门

集合，在志愿队负责人的统一指挥下，

沿着莲花山公园绿地、步道、沟渠等区

域捡拾生活垃圾，积极向市民朋友宣

传环保理念，劝导沿途文明游园秩序。

志愿者家长们表示，这是一次非常

有意义的亲子活动，既能通过随手捡拾

垃圾让大家爱护环境，还能让环保理念

深入孩子们的脑海中，寓教于乐、深入

人心。“作为父母，我们应该给孩子树立

好的榜样，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节

约一滴水，少开一盏灯，将美丽中国的

绿色理念传递给未来一代。”

保持恒心
以科普擦出志愿服务新火花

不止步于抗疫防疫、帮扶残障、低

碳环保，华润信托“润信未来”青年志

愿服务队与深圳市少年宫建立起长期

科普教育服务合作关系，持续提供科

普公益志愿服务。

在信息世界馆、海底奇观馆、科普

王国馆、美丽家园馆……志愿者们认

真学习科普项目的原理、操作说明，在

服务过程中热心为前来参观学习的青

少年儿童提供科普知识讲解、操作实

践协助，受到市少年宫工作人员及参

观群众的好评。

“两次教育科普义工之旅让我深

刻感受到了奉献、有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生命在于运动，义工在

于行动。’精神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完成的，但我相信只要用心去做

了，就一定会潜移默化去影响其他

人。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将可贵的志

愿者精神传承下去，发挥润信未来的

青年力量。”一位青年志愿者表示。

善微而易行，善小而能行，久而能

持，方为善道。未来，华润信托“润信未

来”青年志愿服务队将持续参与到各类

社会公益活动中，尽己所能践行“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服

务社会、报效国家，彰显新时代青年的

担当和使命。正如《华润之歌》所描绘

的：“与您携手，挥毫家国情怀的诗篇。

歌颂大地，唱响江河山川，润一花一叶

和这烟火灿烂的人间！” （CIS）

志愿青春别样红 华润青年在行动
——华润信托“润信未来”青年志愿服务队成立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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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众泰汽车的重整
终于跨出实质性一步。近日，众泰汽车发
布《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
告》称，江苏深商成为公司重整的投资人，
重整投资款为20亿元。

对于此次重整，*ST众泰表示，“20亿元
足额到账”是众泰汽车及管理人向法院和
债权人会议提交以江苏深商为重整投资人
的重整计划草案的前提。9月30日，*ST众
泰及管理人与江苏深商签署《众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江苏深商同日
向指定账户打款5.5亿元作为履行保证金
（前期支付的5000万元报名保证金自动转
入）；根据协议，剩余的14.5亿元重整投资
款应于2021年10月25日前支付。

20亿元参与众泰汽车重整

今年8月份 ，*ST众泰对外披露参与
公司重整的3家意向投资人的相关信息。
资料显示，江苏深商成立于2020年9月份，
注册资本2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黄继宏。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进出口代理、一般项
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国内贸易
代理、汽车租赁等。

黄继宏正是帮助庞大集团重整的幕后
“大佬”，有着丰富的重整经验。2019年年
底，江苏深商的全资控股股东深圳市深商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商控股

集团”），曾与另外2家公司组成原国内汽车
经销商巨头庞大集团的重整联合体，参与庞
大集团的资产重整。2020年7月份，黄继宏
成为庞大集团的新任董事长。

接盘庞大集团后，深商控股集团不再
掩饰进军汽车行业的野心。2020年6月
份，深商控股集团联合长春汽开区、建行
吉林省分行、长发集团共同发起600亿元
的红旗产业发展基金。深商控股集团董
事长张思民在致辞中表示，“汽车交通产
业是深商控股集团近年来的重要发展方
向，公司通过收购、重组、重整汽车零部件
及流通运营企业以及与产业链企业深度
合作，致力于推动国内汽车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

但在当时深商控股集团的汽车版图
中，唯独缺少了生产制造环节。

“江苏深商出资参与众泰汽车的重整
后，将获得整车生产资质。”在新浪财经专
栏作家林示看来，此前已进入汽车经销领
域的江苏深商，在获得整车生产销售资质
后，进一步完善了在汽车产业链的布局。

“黄继宏在汽车圈可能并不十分响
亮，但在资本市场很有知名度。”众泰汽车
的一位债权人对记者表示，黄继宏在处理
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上经验丰富。
作为汽车经销商第一股的庞大集团，此前
因深陷债务危机，走到了退市的生死关
口。在黄继宏的参与下，庞大集团在去年
5月份成功实现“脱星摘帽”。

自深商控股和黄继宏入主后，庞大集

团的经营业绩逐渐改善。半年报显示，今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146.63亿元，同比
增长33.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82亿元，同比增长1213%。

事实上，黄继宏与汽车行业的联系颇
为密切。天眼查信息显示，黄继宏直接控
股的企业共有36家，其中担任法定代表人
的企业有26家；此外，还间接控股36家企
业。在这72家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是提
供汽车租赁与道路客运服务的运输公司，
另有4家企业主营业务涵盖新能源汽车技
术研发、智能网联、车联网等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深商控股在参与庞大
集团重整过程中，曾出现与其他重整投资
人多次延期对庞大集团增持计划的情况，
甚至因此遭到证监会的通报批评。庞大
集团在完成重整后，更是迅速频繁地变卖
资产。外界将此举解读为“重整投资人希
望以资产变现的方式，来达到业绩对赌的
承诺”。

打通汽车制造与销售环节

深商控股出资的20亿元，或许能让众
泰汽车业务重启，但之前留给经销商的烂
账由谁来处理，至今仍没有说法。

对此，《证券日报》曾进行过追踪报
道，今年9月份，几十位众泰汽车的经销商
从全国各地赶到浙江永康众泰汽车总部
进行讨债。

回顾过往，众泰汽车也曾经辉煌无

比，2016年曾以超33万辆的年销量，挺进
自主品牌销量榜的前十位。但随后几年，
众泰汽车的销量不升反降，2017年销量为
31.7万辆，2018年销量更是大幅下滑至23
万辆，2019年销量仅为15.3万辆。

汽车销量的急剧下滑，导致公司财报
出现巨额亏损。2017年至2019年期间，公
司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24亿
元、-12.41亿元和-111.31亿元。

“众泰汽车的现状，如果没有实体企业
愿意接盘，只能等资本出手来救场了。”林
示认为，与庞大集团一样，当务之急是让众
泰汽车“摘星脱帽”。至于后面的重组阶
段，不排除会有新的投资方入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更为乐观地
认为，*ST众泰拥有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双
重生产资质，在全国有多个生产基地，还拥
有上市壳资源。鉴于新能源汽车的巨大发
展潜力，加之新能源汽车的造车资质大门
已关闭，深商控股借助*ST众泰的资源优
势，打通汽车生产制造与销售环节，赢得一
波发展红利，这是完全可以尝试的，既有故
事可讲，也有资源来运作。

也许是上述预期的存在，今年以来，
每逢有破产重组最新进展消息传出的时
候，*ST众泰的股价就不时地被拉升至涨
停。10月8日、9日，*ST众泰的股价分别大
涨4.89%、4.98%。截至10月13日收盘，该
股股价报收7.81元，与今年1月15日的最
低价1.14元相比，累计涨幅已近7倍，市值
增加100多亿元。

盘活庞大集团后接盘众泰汽车
江苏深商斥资20亿元欲圆造车梦？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国庆假期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生猪期货主力合约报收涨停；
叠加商务部等部门发布收储3万
吨中央储备猪肉的消息，投资者
对生猪养殖类上市公司的关注度
不断提升，关于“生猪价格是否迎
来拐点”的讨论此起彼伏。

就此，《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了多位业内相关人士，大家
普遍认为，此次生猪价格的回
升，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明显；生
猪养殖业整体亏损的局面短期
内难言改善。

猪肉价格同比跌超六成

据卓创资讯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10月9日，国内猪肉市场
均价为 14.80 元/公斤，同比下跌
62.71%。

猪肉价格大幅下跌，对相关
上市公司的影响比较明显。大
北农最新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
9 月份，公司销售生猪 42.41 万
头，环比增长 5.76%，同比增长
135.87%；实现销售收入 5.72 亿
元，环比下降 12.27%，同比下降
13.2% ；商 品 肥 猪 出 栏 均 重
123.68 公斤，销售均价为 12.08
元/公斤。前三季度，公司累计
销售生猪 294.87万头，同比增长
166.9% ；累 计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65.59亿元，同比增长46.87%。

牧原股份也发布公告称，今
年9月份，公司销售生猪308.6万
头（其中仔猪销售4.9万头），实现
销售收入 42.68亿元。公司商品
猪销售均价为 11.49 元/公斤，环
比下降17.46%。

新希望发布的公告显示，今
年9月份，公司销售生猪93.57万
头，环比增长 20.01%，同比下降
5.88%；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环
比 下 降 4.53% ，同 比 下 降
63.96%。公司的商品猪销售均
价 为 12.70 元/公 斤 ，环 比 下 降
12.17%，同比下降61.68%。

不过，卓创资讯的数据显示，
国庆节后的生猪价格是环比微涨
的，主要原因是国庆假期生猪及
猪肉价格已跌至阶段性低点，养
殖户惜售情绪渐起，带动生猪及
猪肉价格回升。另外，国家收储
政策的发布，也进一步稳定了生
猪养殖从业者的心态。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国庆节后，生猪养殖业
迎来季节性刚需，四季度以及春
节前的猪肉需求量有望持续上
升，供需杠杆发生变化，为生猪
养殖企业收入的提高和股价的
提振带来较大的支撑。

下行周期仍在继续

不过，短暂的价格回升，并
不意味生猪养殖业的至暗时刻
已经过去。此前，已有多家饲
料企业发布提价信息。在养殖
成本增加、终端出栏价格无法
大幅提升的“双杀”局面下，生
猪养殖企业的亏损状况仍然比
较严重。

“短期内猪肉价格继续上涨
的可能性偏小，局部地区或有下
滑风险。”卓创资讯分析师李素杰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称，“目前养殖企业仍处于亏损状
态。截至10月11日，自繁自养生
猪每头平均亏损743.75元。养殖
企业的利润情况受生猪价格变化
的影响较大，建议养殖户适时出
栏，勿过分压栏，在下行周期应降
本增效，尽量减少亏损。”

华西证券周莎也在研报中提
及，国庆假期，消费端有一定程度
的回暖，但生猪供给量相对充足，
导致生猪价格大幅反弹的预期落
空。经过今年2月份以来的持续
调整，生猪养殖板块的估值已回
落至历史较低水平，配置价值逐
步凸显。但国庆节后的猪价回升
缺乏基本面的支撑，因此，本轮生
猪养殖概念股的上涨也应定性为
反弹，而不是反转。

自繁自养生猪头均亏损超700元
季节性因素诱发节后价格反弹

本报记者 赵彬彬

10月 13日晚间，山东高速发布公告
称，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山东高
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东高速集团”）
持有的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齐鲁高速”）内资股股份77850万股，总投
资 15.54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高
速将持有齐鲁高速38.93%股权，成为其控
股股东；山东高速将成为业内少有的A控
H股上市公司。此次并购，也是对解决上
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的一个有益探索。

齐鲁高速于 2018年 7月份在港交所

挂牌上市，主营高速公路运营和广告业
务。公司目前运营济菏高速（济广高速公
路济南至菏泽段）、德上高速（聊城至范县
段）、莘南高速（鲁豫界）三条高速公路，管
理里程总计240.8公里。

据了解，上述三条高速公路均为鲁西
交通运输大动脉。济菏高速纵贯华东、华
中、华南，直达珠江三角洲，交通区位优势
明显；德上高速和莘南高速是贯通鲁西地
区、豫北地区、沟通京津冀和河南中原腹
地的高速公路省际大通道。收购齐鲁高
速股权，对于山东高速布局鲁西地区路
产、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及产业调整、自然

资源开发、特色产业升级都具有重大意
义。

值得注意的是，济菏高速改扩建项目
已列为“十四五”规划实施项目，全长
153.6公里。改扩建后，全线预计将由双
向四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可进一步
提升济菏高速的通行能力，加强济南和菏
泽两地路网互联互通。济菏高速改扩建
项目有望促进山东高速主业收入再上台
阶，利润中枢进一步提高。

资料显示，齐鲁高速 2018年至 2020
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18.87%、13.64%、
56.79%，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08 亿元、

5.16亿元、6.21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6.68亿元、9.49亿元、11.38亿元，
整体经营稳健，现金流充沛。2020年，齐
鲁高速净资产收益率（摊薄后）达21.41%，
远高于山东高速的 6.30%，完成收购后将
直接增厚山东高速的净利润、每股收益和
净资产收益率。

山东高速表示，收费公路投资运营一
直是公司主业，收购齐鲁高速股权有利于
提高公司区域市场份额、未来盈利能力和
现金流量，进一步夯实公司在公路的投
资、建设、营运等方面的核心优势，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

山东高速收购齐鲁高速38.93%股权 将提升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