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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城支行：余杭狮子山路245号(周六、日不营业） 0571-8872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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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小满特别款

电子银行专属款

产品天数
123天

91天

182天

364天

546天

273天

起步金额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20万元

预期收益率（年化)/业绩比较基准
5.45%
5.40%
5.50%
5.58%
5.61%
5.54%
5.56%

产品募集期
2018年5月15日-5月17日

2018年5月15日-5月21日

产品起息日
2018年5月18日

2018年5月22日

有的忙着关店，有的跨界频踩雷
A股三只“鸟”，都摊上了烦心事

A 股名字带鸟的上市公司有三家：贵人

鸟、太平鸟、报喜鸟。这三只“鸟”股，都碰上

了烦心事。

5 月 11 日，贵人鸟公告收到了上交所的

问询函，主要是针对贵人鸟多个异常的财务

指标。之前贵人鸟公布的2017年年报中，收

入 32.52 亿元，同比增长 42.7%；净利润 1.57

亿元，同比下降了 46.25%，这意味着贵人鸟

增收不增利，营收与净利出现倒挂情况。

尽管利润下降，但贵人鸟的股价昨天收

报25.61元，今年以来上涨了41.86%，仍维持

在历史高位。不过，大股东贵人鸟集团今年

以来已经三次质押贵人鸟股份的股权，市值

超过100亿元。

贵人鸟还面临着销售终端的关店潮。数

据显示，2017 年，贵人鸟新开零售终端 503

家，关闭 879 家，净关闭 376 家，相当于平均

一天不到就净关闭一家店。2018 年第一季

度新开零售终端78家，关闭133家。

报喜鸟最近几年的股价表现很差，最高股

价一度达到51.5元，昨天收盘复权价不到10

元。不过，报喜鸟最近发布了个好消息，公司预

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00%至250%。

太平鸟这几年升级线下渠道，拥抱新零

售，去年赚了 4.56 亿，股价表现也挺给力，但

公司也有烦恼，第二大股东Proven计划六个

月内减持公司不超 5250 万股（10.92%）股

份，减持价不低于IPO发行价21.3元/股。

鹏字辈股票表现惨淡
三只跌幅超过两成

A 股中带“鹏”字的上市公司最多，有鹏

起科技、丽鹏股份、鹏翎股份、鹏辉能源、华鹏

飞、展鹏科技、鹏博士、山东华鹏、鹏鹞环保等

9 只，除了次新股鹏鹞环保，其余 8 只个股今

年股价都出现了下跌，鹏起科技、丽鹏股份、

鹏翎股份跌幅更是超过了20%。

由于重组失败，今年 4 月份复牌的鹏起

科技，股价累计下跌32.87%。为了提振市场

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公布了 9～10 亿元的增

持计划，昨天鹏起科技终于涨停。之前公司

在 20.4 亿元收购丰越环保的交易中受了重

伤。此外，丽鹏股份今年跌了 24.15%，鹏翎

股份跌了21.19%。

带“凤”的上市公司中，上海凤凰今年下

跌了 23.88%；带“鹰”的上市公司中，金鹰股

份下跌了 20.56%，雏鹰农牧、宝鹰股份下跌

超过10%。

29 只“鸟”类股，今年股价平均下跌了

0.66%，如果扣除今年上市的两只次新股鹏

鹞环保和仙鹤股份，平均下跌5.52%。

“这些‘鸟’类股多数属于传统行业。现

在资金都瞄准独角兽和高科技行业，‘鸟’类

股没有资金关注，股价就相对不给力。”钱哥

私募沙龙专家、长城证券北高峰营业部首席

投顾林毅表示。不过，也有华润双鹤、双鹭药

业、鹭燕医药等医药股，以及造纸、环保等周

期股，今年表现抢眼。

代码 简称 涨跌幅（%）

600614.SH 鹏起科技 -32.87

002374.SZ 丽鹏股份 -24.15

600679.SH 上海凤凰 -23.88

300375.SZ 鹏翎股份 -21.19

600232.SH 金鹰股份 -20.56

300438.SZ 鹏辉能源 -18.10

300350.SZ 华鹏飞 -17.47

002477.SZ 雏鹰农牧 -16.71

603488.SH 展鹏科技 -16.70

600804.SH 鹏博士 -13.97

002047.SZ 宝鹰股份 -10.86

002732.SZ 燕塘乳业 -9.93

002154.SZ 报喜鸟 -9.37

600612.SH 老凤祥 -8.39

002842.SZ 翔鹭钨业 -7.17

600071.SH 凤凰光学 -4.11

002664.SZ 长鹰信质 -4.06

600069.SH 银鸽投资 -4.01

603029.SH 天鹅股份 -3.15

603021.SH 山东华鹏 -3.08

本报讯 文创改变传统生活习惯，传统文

化融入现代生活。喜爱文艺小清新的你，是

不是最喜欢逛的就是文具店？每每看到好看

的本子、胶带、笔，总是欲罢不能？

近日，杭州拾光艺创文化有限公司在杭

州举办了一场新品发布会，围绕“灵感始于

繁，经典止于简”这一理念，展示了断舍离、樱

花季、艺术家、为男孩、布纺艺、手账心六个拾

光良品主题。

拾光艺创董事长郑俊道告诉钱报记者，

之所以成立这样一家公司，一方面是为了让

大多数人都能用上好产品，另一方面是看到

了文创领域的市场。

“早年我与设计师群体接触时，大家动

不动就开发一款着眼于高消费人群的产

品。创立这家公司，就是着眼于当下的真实

客群，让文创好用不贵。”郑俊道说，消费者

期望更加多元与高品质的产品，也注重产品

的深度体验。

目前，拾光艺创共有二十多人的设计师

团队，注重审美、注重原创、注重性价比是

他们设计产品的最重要理念。

“我们的产品，主要受众定位于 16～28

岁左右的客群。现在的小朋友虽然年纪小，

但愈发注重审美；而之前市场上的文具，在实

用的同时还能满足审美的，可谓少之又少，所

以我们想弥补这一市场空缺。我们想做的，

是品质和质感不输高端文创品牌，但价格却

是绝大多数人都能消费得起的高性价比文创

品牌。”杭州拾光艺创文化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马丹娜告诉记者。

据了解，拾光艺创由浙江省艺创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沐色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组建，旗下“拾光”

品牌系列学生创意文具、创意文化用品年销

售额达4000万元以上。

此次发布的新品，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线

上线下近两百位销售商的好评。

本报记者 高佳晨

这些文创产品，好用好看还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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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几只“鸟”类股挺让股民担忧：太平鸟第二

大股东将在半年内清仓 10.9%股份，太平鸟、报喜鸟股价最

近 3 年跌了 60%，贵人鸟业绩连续两年负增长——A 股的

“鸟”类股中，到底有没有好“鸟”？

钱报记者粗略统计发现，A 股公司中带天鹅、鹤、鹰、凤、

鹏、燕、鸽、鹞、鹭等飞禽名的上市公司共有 29 家，其中 20 家

今年以来股价出现了下跌。这些“鸟”类上市公司，大多属于

服装、造纸、农牧、投资等行业，这两年的景气度不是很高，难

怪股价表现不是很给力。

“鸟”类股真的飞不起来吗
身处传统行业景气度不高，29只股有20只今年以来股价下跌

本报记者 张云山

钱哥私募沙龙
扫一扫二维码
了解私募操盘

今年股价下跌“鸟”类股（昨日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