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朱仙庄

煤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节约光荣、浪费

可耻、杜绝浪费、文明就餐”宣传活动，大

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理念，

让光盘行动、反对浪费成为自觉行动。图

为 8 月 24 日，该矿在每个餐桌旁贴上

“光盘行动、反对浪费”爱心贴。

张万学 摄影报道

姻 杨淑馨

记者 8 月 24 日从广东省教育厅获悉，为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受益面，破解基

础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广东省教育

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

幼儿园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2 年，全省培育创建不少于 100 个省级优

质特色教育集团，每个地市至少创建两个省

级优质特色教育集团。

根据意见，广东将统筹区域内集团化办

学，各地采取办学主体自主组合、政府引导组

合等多种方式，以区域内一所优质品牌学校

或者优质教育资源为龙头，与区域内其他学

校组建教育集团，制定共同的教育发展愿景

与目标，实现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推动集团内各成员校同步、优质、均衡、特色

发展。

同时，意见还鼓励各地市之间、市域内各

县区之间、市属学校与县区学校之间广泛开

展基础教育领域的办学合作，组建跨市域、跨

县域的教育集团。推动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

西粤北地区加强合作，以珠三角优质中小学、

幼儿园为核心校组建教育集团，带动提升粤

东粤西粤北基础教育水平。

此外，意见要求各地根据当地教育发展

需求，综合考虑资源条件、辐射幅度、保障能

力和实际效果等因素，科学规划教育集团发

展，合理控制教育集团办学规模，防止出现集

团规模过大导致办学质量滑坡以及简单化贴

牌管理等负面影响。原则上一个教育集团覆

盖的学校(分校区)数不超过 9 所，覆盖的学生

数不超过 1.5万人。

中通快递
第二季度完成业务量
同比增长47.9%

近日，中通快递发布了 2020 年第二季度

业绩。财报摘要显示，2020 年二季度中通快

递完成业务量 46.0 亿件，同比增长 47.9%，市

场份额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至 21.5%。调整

后净利润为 14.5 亿元，同比增长 5.6%。

中通快递集团董事长赖梅松表示：“2020
年二季度，国内疫情状况进一步稳定，国民经

济以及消费水平恢复良好，行业该季度绝对

增量及业务量增速均刷新 2017 年以来的纪

录。中通延续了年初制定的业务量提速增长、

扩大领先优势、持续提升市场份额的策略，在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下，我们通过调

节网络平衡政策敦促收派两端的价格协同，

通过中通金融的资金支持赋能网点，与全网

近三万个加盟合作伙伴一起担当，共同面对

眼前的挑战、稳固对未来的信心，保持了网络

的稳定性。在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

我们的服务质量保持了稳中有升的良好态

势。我们相信中国快递行业有着良好的发展

前景，快递头部企业之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我

们只有专注把自己做大做强，拉开距离，才有

机会取得绝对的优势。服务质量、市场份额和

盈利能力，这些依旧是我们的战略重点。按中

通现在的体量，要获得短期利润并不难，但是

我们更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各方的长远

利益。接下来，我们仍然会继续围绕平台与网

络各环节基础能力的建设以及管理效能的提

升来落地具体工作。我们必需抬头放眼未来，

低头深耕细作，充分做好综合的准备工作，迎

接日均亿件时代的来临。” 渊梅桐冤

聚焦创业板注册制
首批企业
维康药业成功上市

8 月 24 日上午，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正式拉开帷幕。作为首批 18 家企业之一，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仪式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顺利举行。公司股票简称为“维康

药业”，股票代码 300878。
来自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忠良、深交所监事长杨志华、中国结算副总

经理孔庆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冯鹤年、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阮鸿献等 15 位政府和企业代表

出席上市仪式，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据了解，本次创业板注册制首批 18 家上

市企业中，维康药业是唯一一家现代中西药

制药企业。公司秉承“维系苍生、致力安康”的

企业使命，重点进行抗生素类、清热解毒类、

妇科类等领域的新药研发、重点产品进行二

次开发等。以医药产业专业化、企业运营规模

化、品牌拓展国际化、自主创新时代化、科学

管理标准化、客户服务立体化为方向，向着高

科技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企业竞争力的一

流医药企业迈进。

维康药业表示，未来三至五年，公司将争

取更多核心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继续开

发国内市场；在新药研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并完成一些中短期项目，如仿制药开发、重点

产品的二次开发研究等；并建立维康企业研

究院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使企业技术中心研

发创新能力达到国内领先。

在答谢会上，维康药业董事长刘忠良致

辞时表示，秉承“维系苍生，致力安康”的发展

使命，在不断的变革和创新中一路前进，用永

不停止的脚步，诠释维系苍生的初心；用始终

如一的严谨，诠释致力安康的使命。历经 20
年，步入全面、持续、高质量发展期，形成了人

才、科技、品牌、信誉等显著优势以及企业独

特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初步实现了大健康领

域的战略布局。

截至目前，维康药业拥有发明专利 21
项，其中银黄滴丸、罗红霉素软胶囊等产品拥

有发明专利与核心技术。并先后获得了“国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

业”、“维康中药新产品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

究开发中心”、“浙江省绿色企业”、“浙江省优

秀民营企业”、“ 丽水市纳税百强工业企业”

等多项殊荣。 渊鑫闻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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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HK.3383) 发布 2020 年中期业绩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雅居乐集团实现营业额

335.27 亿元，同比上涨 23.7%；毛利为人民币

115.20 亿元，同比上涨 40.2%，整体毛利率为

34.4%，同比上升 4.1 个百分点；核心净利润和

股东应占净利润分别为 65.18 亿元和 53.06 亿

元，分别同比上涨 35.6%和 32.9%。

雅居乐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卓林表

示，雅居乐在平稳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把握机

遇，坚持落实“以地产为主，多元业务并行”的营

运模式，保持稳健前行，并在持续巩固市场地位

的同时，凝聚实力打造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

销售强劲复苏符合预期
年度目标完成近半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上半年雅居乐一手

抓防疫抗疫，一手抓复工复产。随着疫情得到逐

步控制，同时通过积极拓展在线和线下销售渠

道，销售开始强劲复苏，成功扭转局势。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雅居乐物业发展

业务累计实现预售金额为 551 亿元，完成全

年目标的 46%；累计预售建筑面积为 404.9 万

平方米，预售均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13608
元，销售业绩表现符合预期。随着市场进一步

回暖并加大销售力度，公司有信心完成全年

1200 亿元销售目标。

从区域看，雅居乐根据各地区经济复苏

情况，积极实施“线上+线下”策略，大力拓展

多元销售渠道，其中在华南、华东、海南及云

南、华北等区域都取得了良好预售成绩。

报告显示，雅居乐目前预计 2020 年全年

可售资源货值逾人民币 2200 亿元，可售项目

逾 200 个，遍布中国及海外多个城市，为未来

持续稳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此外，雅居乐将

全力拓展产城融合项目，继续巩固多元化物

业项目组合。

多元业务百花齐放
业绩快速攀升

近年来，雅居乐继续推进“地产为主，多元

产业并行的”的多元化战略，旗下物业管理、环

保、雅城、房管及商业业务(包括酒店营运及投

资物业)等多元业务继续发挥协同效应。

今年上半年，公司物业发展业务收入与

多元化业务收入的占比分别为 87.4%及

12.6%，其中多元化业务收入的占比较去年增

加 3.6 个百分点，表明以“地产为主，多元业务

并行”的运营模式继续显现成效。其中物业板

块方面，上半年雅生活继续实施雅居乐物业

和绿地物业双品牌发展战略，并积极推进第

三方拓展及收并购，加速扩张规模。上半年，

雅生活完成收购中民物业及其附属公司 60%
的股权，完善全业态、全国化布局，实现规模

跨越式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30日，雅生活在管面

积及合约面积 (不含咨询顾问及参股公司面

积) 分别为 353.4 百万平方米及 491.3 百万平

方米；包含咨询顾问及参股公司面积的在管

面积和合约面积则分别突破 5 亿平方米和 6
亿平方米。

在环保业务方面，雅居乐继续完善安全

填埋、水务处理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项目

的全国布局。截至 6 月 30 日，环保业务已获

取 45 个项目，其中 33 个危险废物处理项目，

5 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 个综合工业园

区项目及 4 个水务处理项目。上半年，环保业

务的营业额为人民币 7.99 亿元，较去年同期

上升 68.5%。

在绿色生态人居服务方面，6 月 24 日，雅

居乐集团公布建议分拆雅城集团的股份在联

交所主板独立上市，预计上市完成后，雅居乐

将拥有雅城不少于 50%的股权，雅城仍将为

雅居乐附属公司。目前，雅城已发展成为中国

领先的绿色生态人居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

绿色生态景观服务和智慧装饰家居服务。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雅城业务遍布中国 27
个省份中 119 个城市。

多元渠道融资
财务保持稳健

雅居乐一直坚持稳健的财务策略。2020
年上半年，通过加快销售款项回笼，强化资金

及预算管理，优化成本及开支管理，并通过多

渠道融资方式，公司债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上半年，雅居乐成功发行 2025 年到期 5
亿美元 5.75%的优先票据，同时获授包括一笔

初始金额为 32.42 亿港元的信贷协议，附带 6
亿美元或等值港元增额权，为期 36 个月。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雅居乐现金及银行存款

总额为人民币 464.07亿元。

各项业务稳健快速发展的同时，雅居乐

秉承“同理心”公益理念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新冠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捐款 3000 万

元设立救助专项基金，全力支援武汉等地疫

情防控工作。在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十二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雅居乐集团荣获

“战疫先锋企业”称号。截至目前，雅居乐各项

慈善公益捐款累计达 18.5 亿元。 渊仲欣冤

姻 沈仕卫 陈金燕

8 月 18 日，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用了

一个整天时间，召开了主题为“打开思维、拓

宽思路、破解困局、升维思考”的头脑风暴会

议。参加会议共 46 人，从六个方面围绕主题，

我说你听、你说我想、没有对错、只有不同、畅

所欲言、贡献智慧。

除了王开馥、范庆华、陈强、郑悄然、帅承

举、姚晓波、周辉等公司负责人，更多的参会

人员则是公司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销售公司

见习助理以上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还有

经销商代表及总经销品牌商代表。会议还专

门邀请了北京正一堂公司董事长杨光，正一

堂咨询团队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如此点多面

广的参会人员构成，在保健酒业公司会议史

上并不多见。与会者认为———

要举全力做好“茅台不老酒”这一核心战

略品牌；要扩团队、提薪酬，广招商、重服务，

严管理，防风险。

要充分利用台源窖酒、茅乡酒等老品牌，

再打造一至两款酱香型白酒作支撑；要让决

策更快一些，政策更灵活一些，以助推销售。

在开发商、经销商面前，我们没有资格摆

谱，他们才是“帮我们找工资和涨工资的人”；任

何决策一旦定下来就不能拖，必须快速落地。

要给予销售团队更大的权责；要高薪聘

请经验丰富的营销经理。

要建立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

化。

要打造电商平台，统一酒产品全网线上

零售价，建立电商物流体系，加入抖音、快手、

淘宝联盟等二类电商平台。

公司费用核销流程要简化、简易，减少经

销商费用垫资；要培养茅台不老酒的粉丝。

茅台不老酒的销售不能丢掉传统渠道建

设，要多开展品鉴活动；经销商政策要实行阶

梯化，增加大商信心，激励小商成长。

销售执行力要解决心态、思维、方法、局

限等问题；公司应选定一个小区域市场作为

根据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打造一个持

续发展的样板市场。

要奖励销售突出的编外人士；每个省区

要培养一家核心经销商；要考虑开展封坛业

务……

全天 40 多位参会人员简洁明快的发言和

建议不断收获着此起彼伏的掌声。会上，杨光

作了 50 多分钟题为《茅台保健酒业的确定性

增长时代》的专题讲座。他说，动作大于思考、

动作先于利润，要把钱花在刀把上，作好营销

宣传工作。要借大势，造小势，把“茅台不老酒”

差异化优势和茅台集团的强硬背书利用好。要

通过会议造势、扩大网点、榜样带动、双轮驱动

等方式把“1+3+4”战略规划做好、做强。

此次会议，参会者各抒己见，摆事实，讲

道理，述痛点，出主意，谈举措，使会议成为一

场口才大比拼，更为茅台保健酒业公司下一

步营销工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金点子。

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开馥说，花一整天时间召开这样一个特殊会

议，绝不是一时兴起、走走过场、装腔作势，是

若干背景下的必然之举。今年的销售形势异

常严峻，逼着大家要全员发力、全力以赴、全

心全意做好各方面工作，容不得按部就班、慢

慢吞吞、犹犹豫豫，要共同思考、共同见证，共

同出主意想办法，让大家都融入到这种攻坚

战中来。会上很多同志直言不讳，有些话甚至

有点剌耳，但是不乏真知灼见。对大家提出的

一些批评意见，公司高层能立即改、立即办的

事要立即改、立即办；对大家提出来的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工作，要着手思考，抓紧拿出解决

办法，尽快提交相关会议研究决定。

主持会议的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范庆华说，充分听取一线

普通员工的意见，才能集思广益，这个会议达

到了预期的目的。下半年，公司要紧紧围绕“抓

动销优服务”等方面开展工作，引进优质开发

商和经销商，共同做大品牌市场，不断提升公

司营销能力，确保完成 2020 年目标任务，确保

为升维公司营销工作打下强大的基础。

未来可期
紫晶存储深圳全资
子公司开业

2020 年 8月 18日，中国光存储行业领军

企业———紫晶存储深圳子公司正式落户深圳

中央商务区。这是自紫晶存储在 2月登陆上交

所科创板之后，成立的第二家全资子公司。

落户深圳
强化创新战略布局
广东紫晶存储，作为工信部工业强基工

程存储器“一条龙”应用计划示范企业，在今

年 2 月份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之后

的紫晶存储，借助资本的力量加快公司在各

个领域的布局。5 月 18 日，紫晶存储上海全

资子公司———上海紫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开业，致力于与合作伙伴一起开拓服务华

东市场。8 月 18 日，深圳子公司也正式落户

深圳中央商务区，着力光存储新技术的创新

开发。

深圳是我国高新技术人才最密集的城市

之一。紫晶存储子公司落户深圳，将继续引进

高端人才，加快攻克核心技术难关，为政府大

数据、云计算等应用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

撑，是紫晶存储战略版图上非常重要的支点。

专注光存储
赋能中国存储
紫晶存储始终坚持以技术为核心，以市

场为导向，将创新和研发作为企业持续发展

的动力，更是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面向科技前沿，坚持自

主创新，不断加大对光存储介质、光存储设备

硬件以及相关软件研发进行投入，目前已获

得国家数十项专利认证。

“紫晶存储在未来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力度，通过在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让国产存

储品牌未来能在世界存储领域掌握话语权。”

紫晶存储董事长郑穆先生表示，“紫晶存储处

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大数据已经上升为为

国家发展战略，对国家、行业未来的发展产生

深远的影响。而紫晶存储作为专注于大数据

存储领域的技术型企业，将会一如既往地通

过科技创新，为中国大数据产业构建坚实的

数据存储基础，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存储赋

能。”

开业庆典之后，现场来宾与紫晶存储高

管一同参观了紫晶存储深圳子公司展厅，深

入了解了成立至今的十年当中，紫晶存储所

在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

获得的成果。在了解紫晶存储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之后，现场来宾都表示，紫晶存储在大数

据存储领域有着很强的技术实力，对行业发

展具备前瞻眼光。紫晶存储的未来可期，中国

存储的未来可期。 渊钟国冤

推进集团化办学

广东到2022年建百个优质特色教育集团

朱仙庄矿
“光盘行动”爱心贴
“贴”在心上

图片新闻玉

一整天“头脑风暴会议”

茅台集团保健酒业为做好营销探寻高招

稳健前行，打造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
雅居乐2020上半年核心净利增长超三成

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