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顺搬家，诚信84490675

空调，冰箱，灶具，热水器，
洗衣机，电视，86311234

—疏通·家电—
蚂蚁搬家，特价86199908

—搬家服务—

专业疏通84522573

—房产招租·出售—

—老年公寓—
鼓楼区向阳养老院，
有医疗、地铁口、环境
好、价优66776779

南京六合北，天长金牛湖新区，
别墅86万/套，住宅28万/套（永
久产权）。电话：15062216130

出
售

广告订版热线
84720079、15951803813

空调疏通水电87731160

江宁滨江景明大街高位
15000㎡厂房火热招租，可
拆分，办公宿舍配套齐全，
17715276960夏

教育咨询公司

诚聘：文员一名，年龄不限，能

熟练操作办公软件，享受双

休，地址：中央路323号。

电话：13584097395

招聘产品营销推广2位、经营
管理2位、系统维护1位，应届
毕业生及社会人员，要求本科
以上学历，按国企规范入职。
联 系 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5195994866

南京博物院服务部84720079
15951803813

广
告
订
版
电
话

招聘厨师一名、帮厨一名，
切配工一名，勤杂工二名，待
遇和福利面议。
地址：江北新区浦园路5号
联系电话：

13770822193（姜老师）
58895657（食堂）
17826036516（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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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燕”上市后门店将更多

9月6日晚间6点半，扬子晚报紫
牛新闻记者在位于南京建邺区集庆门
大街的一家紫燕百味鸡门店看到，生
意兴隆，许多市民前来购买卤味给晚
餐“加道菜”，其中，夫妻肺片和紫燕百
味鸡的点单率最高。

80后市民卢先生告诉扬子晚报
记者：“从高中时代开始就喜欢吃紫燕
百味鸡，风味独特，现在6岁的孩子也
喜欢吃。”他表示，现如今食品安全引
起全社会的重视，比起家门口的“夫妻
老婆店”，紫燕百味鸡这类“品牌连锁
卤味”让他吃着更放心。这样的紫燕
百味鸡门店，大众点评网显示在南京
总计有285家，数量上甚至超越已经
上市的绝味鸭脖（250家）。

企查查APP显示，紫燕百味鸡所
属企业是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代表产
品包括紫燕百味鸡、夫妻肺片、藤椒
鸡、紫燕鸭（鹅）等，同时涵盖鸭脖、鸭
翅、豆干等。

公开资料显示，紫燕百味鸡上世
纪80年代末发源于四川，发展于江

苏，目前全国门店突破4000家。在新
的“四国杀”行业竞争格局下，紫燕食
品能否顺利上市，再造“卤味造富”神
话？市场拭目以待。

上海证监局网站披露，上海紫燕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紫燕食品”）
于7月14日同广发证券签署上市辅
导协议，并向上海证监局报送辅导备
案材料，筹划在A股挂牌上市。如果
上市成功，创始人家族身家或超百
亿。对于江苏人来说，紫燕百味鸡是
吃了20多年的美味，上市后家门口也
能找到更多的门店。

4家上市公司抢食千亿卤味市场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卤味
市场零售规模已达 1100 亿，预计
2020年我国休闲的卤制行业规模将
突 破 达 1235 亿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18%。在紫燕百味鸡之前，绝味食
品、周黑鸭、煌上煌等品牌相继登陆
A股市场。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范围内与“卤味”相关的在业、存续企
业一共有6万家。从地域分布来看，

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省
份，企业量最多的地区是上海，共1.1
万家，其次是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
地。

从近十年来的行业发展情况来
看，卤味相关企业年注册量呈现逐年
增长的趋势，其中2016年之后年注册
量开始突飞猛进式增长，2017年注册
量突破0.7万家，2019年注册量近1.3
万家，同比增长25.4%。

上半年新增7527家卤味企业

今年上半年，我国卤味相关的企
业 共 注 册 了 7527 家 ，同 比 增 长
34.4%。其中一季度注册量为1879
家，第二季度注册量升至5648家。今
年前八月，卤味相关企业的注册量是
1.1 万 家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了
37.5%。

从企业注册资本分布来看，大部
分卤味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以内，
共 5.7 万家，占比企业总量的 95%。
注册资本在500万以上的企业数量
最少，仅 1435 家，占比企业总量的
2%。

2020岁的岁的““紫燕紫燕””要上市了要上市了

卤味市场卤味市场““三国杀三国杀””变变““四国杀四国杀””
日前，知名卤味品牌紫燕百味鸡

被披露准备于A股IPO，这意味着由
周黑鸭、绝味食品、煌上煌组成的卤

味市场“三国杀”格局，或将变成“四国杀”。企查查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6万家卤味相关企业，上
海以1.1万家企业排名第一，福建、浙江紧随其
后。2019 年新注册企业近 1.3 万家，同比增长
25.4%，今年以来新增企业达1.1万家。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兢

“A股最赚钱榜”前十均为金融企业
近日，上市公司半年报收官，A股

3900多家上市公司的“成绩单”备受
关注。

前十名最赚钱公司均为金融企
业、上市金融企业利润占据“半壁江
山”……上半年，在响应国家号召向实
体经济让利的背景下，银行业利润大
幅下降，但仍是A股市场上最赚钱的
板块，这折射出哪些问题？应如何看
待金融业的高利润？

工商银行净利润1497.96亿元、
建设银行净利润1389.39亿元、农业
银行净利润1091.9亿元、中国银行净
利润 1078.12 亿元……万得数据显
示，上半年，A股前十名最赚钱企业均
为金融企业。

据中证金融研究院统计，上半年，
金融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1.05万亿

元，占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重为
56.76%。

“利息收入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
源。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为支持实体
经济和复工复产，全面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资产规模增速较快，尽管资产收
益率有所下降，但利润总额仍然较
高。”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12.09 万亿元，同比多增 2.42 万亿
元。中报显示，上半年工行、农行等新
增信贷投放均超万亿元。

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说，
由于社会资金需求强劲，且间接融资
在融资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我国银行
业信贷资产规模增长较快，是银行业
利润总额较高的主要原因。

“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信贷，这

导致金融体系的利润集中在银行，但
与此同时风险也集中在银行体系。”国
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
示。

在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背景下，
金融业高利润备受关注，对于金融侵
占实体经济利益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对此，应如何客观看待？

“银行的利润与一般企业利润不
能简单地横向比较，有其行业特殊性，
一是风险的滞后性，二是高杠杆经
营。”曾刚表示，银行放贷产生的利息
收入会抬高利润，但贷款的风险要在
还款时才能体现出来。一旦发生风
险，利息甚至本金都可能遭受损失。
所以银行需要在利润中计提部分拨
备，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新华社

上周五大盘探低回升、跌幅收窄，
说明A股还在走自己的节奏，上证跌
破三角形下轨（深成指仍在三角形区
间里，创业板也没有破位），不过问题
不大，最多再回到之前3500-3200的
震荡箱体里继续“折返跑”，等待调整
的真正结束，所以再下跌也不必担
心。大概率还会在3300-3276止跌
回升，即使跌破 60天线，考验一下
3250－3200，也是有意诱空挖坑，创
业板和深成指形态依然完好，即使下
跌，也多半会在60天线企稳回升。
周一先关注上证能否在3336－3306
探低回升（5周线也在这里），创业板
下方支撑在2706－2686。

上周日晚我们对上周市场的整体
判断是：全周主要防范诱多假突破，9
月可能走出先抑后扬，或在国庆前完
成调整，重启升势。

上周如果走出周线6连阳，则本
周可能收出中阴，结果上周周线没能
6连阳，因美股暴跌止步反弹势头，
收出周线小中阴，这样本周下跌空间
则有限，周线或收出探低回升的小阴
或小阳。目前市场这种不上不下的
状态，看着非常磨人，但这是后面向
上突破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阶段，要
修复过高的乖离率，等待半年线、60
天线等重要指标逐步向上靠拢，对大
盘形成重要依托后，才有底气向
3600-4000推进，否则基础不牢，冲
上去也还要下来，这也是当7月13日
大盘形成3458高点回落后，我们认
为至少要进入1-3个月震荡整理期
的原因。

上周已进入9月，我们判断9月
大概率会收出小阴小阳的月K线，难
有大的上涨突破，由于很快迎来8天
的长假，长假期间不确定因素很大，节
前真正发动突破的概率较小，要突破
主力多半应会选择长假之后。在这种
反复震荡的阶段，操作上主要把握好
两大节奏：一是大盘指数的起落节奏，
二是板块个股的轮动节奏，想做好并
不容易，特别是后面一个。之前我们
特别提示，最近调整最多的就是生物
制药和芯片半导体，这两个前期主流
热点的很多个股已经从高点跌掉30-
40%以上，短线已出现企稳反弹要求，
上周五芯片半导体整体反弹，本周还
有机会，周五跌得多的是食品饮料股，
主要是前面涨得太多，再次应验了“风
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这一
市场铁律，总体看本周市场再下跌，在
3336－3306，以及3276－3256可考
虑分批加仓。

本周A股走出
这种状态概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