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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8月28日，圣湘生物正式登陆上交
所科创板，成为沪深两市“抗疫第一
股”。

公司股票以 151 元开盘，较发行
价 50.48 元大涨 199%。截至当日收盘，
股价报 116.06 元/股，涨幅近 130%，总
市值近 500 亿元，成为科创板又一新
星。

作为湖南第五家科创板企业，圣湘
生物是最快完成辅导上市的“优等生”；
作为表现出色的科技“战疫”企业，圣湘
生物跑出了企业上市“加速度”。

科技战“疫”，大显身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圣湘生
物是表现亮眼的抗疫科技先锋之一。

上交所大力支持鼓励与疫情防控
相关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在

“相关企业申请材料齐备的即报即受
理，组织熟悉生物医药行业的专业审核

人员集中攻关、快速审核”的背景下，圣
湘生物的上市速度快于一般企业。

它能否在二级市场得到认可？公司
上市首日股价的良好表现，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抗疫第一股”的“成色”。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圣湘生物已
经形成核酸试剂为主业，覆盖仪器、第
三方医学诊断业务的体外诊断整体解
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近年来参与了近10
项分子诊断行业标准建立、10多个国家
标准物质定标。

基于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快速的反
应机制，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圣
湘生物第一时间开发出新冠核酸检测
试剂，成为国内最早获批上市的6家企
业之一，并获美国FDA紧急使用授权、
欧盟CE认证、巴西ANVISA认证等20
多个国际权威注册认证。

不仅如此，今年7月，公司还发布了
“分钟级”iPonatic 快速核酸检测系统，
推动核酸检测由以往的“小时级”提升
到“分钟级”，新冠核酸检测 15 至 45 分
钟出结果。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圣湘生物相
关产品服务了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疫情防控一线，供往国内外的新冠核
酸检测试剂盒共计3885万人份。

产品供应激增，公司业绩随之打开
强劲的上升通道。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圣湘生
物实现营业收入 21 亿元，同比增长
1159.39%；实现扣非净利润12.27亿元，
同比增长9088.09%。

全球布局，未来可期

圣湘生物此次科创板 IPO，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000 万股，拟募资
5.57亿元，实际募资净额达18.69亿元。
相关资金将用于精准智能分子诊断系
统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升级、营销网络
及信息化升级建设。

显而易见，上市重在加码主业、强
化研发、扩展市场。

目前，圣湘生物自主开发了病毒性
肝炎、儿科感染、呼吸道感染、核酸血液

筛查等优势产线，并进一步向肿瘤早
筛、肿瘤个体化用药、慢病管理等领域
拓展。公司已开发出 300 多种产品，可
向全国人民提供各类优质检测服务
2200余项。

在国内，圣湘生物系列产品和服务
已在全国 2000 多家标杆医院、第三方
医学检验机构及其他医疗机构广泛使
用，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

随着新冠核酸检测产品全球网络
铺开，国际化已经成为公司扩张新主
线。2020年上半年，公司境外销售占比
由去年的5.05%一跃增至45.12%。

从国际销售渠道情况来看，与以往
产品从单个“点”的渠道进入国外市场
不同，今年50%以上的产品进入的是国
外政府采购目录，这无疑将加速圣湘生
物全线产品进入相关国家疾病防控体
系。

根据规划，圣湘生物将在东南亚、
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建立6大区
域中心，并重点选择市场基础比较好的
30个重点国家进行深耕。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黄利
飞）8月26日晚，华菱钢铁发布2020年
上半年业绩报告。在钢材产量和销量双双
同比增长的带动下，公司1至6月实现营
业收入520.63亿元，实现净利润32.83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0.23
亿元，盈利能力稳居行业第一方阵。

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钢铁企业盈利同比大幅下滑，
二季度钢铁下游需求逐步恢复，但原
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华菱钢铁克服不
利影响，持续推进精益生产、销研产
一体化和营销服务三大战略支撑体
系建设，加大产品结构调整，二季度
经营业绩环比大幅改善。

数据显示，第二季度该公司净利润
环比增长63.08%、同比增长2.4%；子
公司汽车板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7.80亿元、净利润1.48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22.19%、95.97%，创投产运营以
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今年上半年，华菱钢铁进一步加大
产品结构升级迭代步伐，增强高效品种

“集聚效益”，共实现重点品种钢销量
504万吨，同比增长12.5%。其中高建桥
梁用钢、工程机械用钢和热成型超高强
度USIBOR系列汽车用钢的销量，分别
同比增长24.5%、18%、28.3%。

华菱钢铁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
大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华菱湘钢与
湖南移动、华为深化战略合作，运用
5G+AR现代轧机装配技术，打造国内
首家钢铁业“5G智慧工厂”；华菱涟钢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实施路
径，着力打造“无人工厂”；“智慧衡钢”
项目上线，企业管理效率明显提升。

华菱钢铁上半年实现净利润超32亿元
盈利能力稳居行业第一方阵，其中第二季度环比大幅改善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黄
利飞）8 月 26 日晚，芒果超媒发布
2020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
芒果超媒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7.74
亿元，同比增长 4.9%；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3 亿元，
同比增长37.3%，数额直追去年全年。

报告期内，芒果TV会员业务高速
增长，公司有效会员数已达2766万，较
年初增长50.57%；会员收入14.18亿
元，同比增长80.4%。以匹配目标用户为
核心，芒果TV在成本控制、多渠道收入
以及营收结构调整等方面持续发力。

广告收入方面，上半年芒果超媒
广告收入达 17.98 亿元，同比增长
5.83%。报告期内，综艺类项目广告签
单量上涨近 50%。其中《乘风破浪的
姐姐》招商数据刷新多项纪录，节目
广告客户总数超40家，是近两年综艺
项目品牌数量之最。

业内人士分析，近几年，芒果超
媒凭借体系化自制能力，剧综方面爆

款频出，并连续4年实现盈利，这正是
公司持续聚焦“高门槛”长视频内容
制作带来的优势体现。

据了解，目前湖南卫视和芒果
TV共有32个综艺团队，自制综艺占
比高达80.36%。以《乘风破浪的姐姐》
为标志，芒果综艺“第一”地位逐渐稳
固。不仅如此，芒果TV在剧集细分赛
道上，持续主打差异化和辨识度。

在公司各大核心业务的高效配
合下，芒果超媒的行业龙头地位持续
巩固。今年6月以来，芒果超媒市值突
破千亿元，峰值一度达到1315亿元。

对比芒果超媒2020年一季报和半
年报披露的持仓数据发现，芒果超媒的投
资价值越来越被境外资金所认可。从
2020年3月31日到6月30日，代表北向
资金的香港中央结算账户，持有芒果超媒
的股票从2031万股增长到3085万股，
增长52%。截至2020年8月21日，北向
资金共持有芒果超媒3619万股股份，相
对2020年3月31日增长了78%。

芒果超媒半年净利润超11亿元
利润数据直追去年全年，会员收入大增80.4%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璋
景）今天，湖南省职业指导云
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将通
过职业指导“云课堂”“云诊
室”，邀请50名省级职业指导
专家，针对劳动者求职中常
见困难和问题，在线提供职
业规划、求职技巧、就业手续、
职能提升、创业辅导等指导。

此次上线仪式，既是省
就业服务中心推进“点亮万家
灯火”十大帮扶活动，分类帮
扶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具体
举措，也是我省完善公共就业
服务体系，推进做实全方位公
共就业服务的实践行动。

据了解，“云课堂”主要
发布职业指导精品课程。该
栏目将按照14个市州进行
分区，设立职业规划、求职
技巧、就业手续、职能提升、
创业指导、心理辅导六大板
块，将邀请 14 个市州经验
丰富的职业指导老师，在线
发布 50 节职业指导课程，
求职者可通过关注“湘就
业”微信公众号免费学习。

“云诊室”提供在线诊断、在线咨询
等服务。专家根据求职者在线提供的问
诊单(意向登记)，进行线上职业诊断问
答互动，所有求职者可以通过直播收看
全部诊断过程，每周一期，共约90场。

农家晒谷忙
8月28日，衡阳县西渡镇黄林村，农民在晾晒稻谷。初秋时节，该县的中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收

割水稻，晾晒收割的稻谷，做到颗粒归仓。 刘欣荣 摄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徐典
波 通讯员 文和生 方丽娟）8月27日，
岳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岳阳楼大队出
动警力80人、警用摩托车28台，摸排交
通隐患2处，查处违停乱靠、骑电动车
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850余起。

今年来，岳阳市深入开展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各级各部
门围绕“人、车、路、企、政”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打出综合协调、调度交办、
督导考核、提醒约谈、挂牌督办等“组
合拳”。全市取缔搬迁 105 处马路市
场，完成率达100%，整改问题变型拖
拉 机 2813 台 ，治 理 风 险 突 出 路 段
1192 处，撤销外省客车接驳点 9 处，

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19万余辆。
为推进隐患整改，岳阳市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领导小组牵头，
市整治办持续跟进，围绕生产、销售、
运营、管理等环节，常态化督促落实
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目前已下发7期督查通报、11
次督办函、43 期交办件；先后 4 批次
约谈11个县（市、区）、3个市直单位，
倒逼一些难点整治工作落实落细。

目前，岳阳全市发生一般以上道路
交通事故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财
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52.51%、59.79%、
51.91%、49.31%。岳阳楼区、云溪区连续
10年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

岳阳“组合拳”治交通顽瘴痼疾
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超5成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邓彪 易智慧）昨天上午，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新闻通气会，集中
通报了今年8月湖南45名终身禁驾人
员名单以及全省高速公路货车整治行动
情况，曝光了7月至8月全省违法较多的

“两客一危”企业及违法突出车辆名单。
在此次通报的 45 名终身禁驾人

员中，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身
禁驾的有万吉明、周庆华等21人，因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
身禁驾的有王伟、陈梅生等24人。

今年7月22日起，省高警局开展夏
秋季高速公路货运车辆交通秩序整治
行动，开展集中攻坚，加大对货运车辆
占道违法的打击力度，强化危化车管
控、站点查控等。截至目前，省高警局共

查获各类交通违法52.7万起，其中货车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等占道类
违法1.6万余起，货车无证、假牌套牌假
证等涉牌涉证类违法340起；危化品运
输车不按规定时间线路行驶77起；疲
劳驾驶、超速等其他违法7020起。

此外，今年7月至8月，湖南龙骧交
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湘潭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湖南临湘龙鑫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等企业名下公路客运车辆累计
违法量突出；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
司、湖南众旺集团运输有限公司、湖南
新时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等企业名下
旅游客运车辆累计违法量突出；株洲市
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鼎顺物流
集团有限公司、临澧县万灵汽车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名下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辆累计违法量突出。

省交警总队通报交通违法整治情况
45人被终身禁驾，查获高速公路货车交通违法52.7万起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今年3月递交上市申请材料，6月顺利过会，8月成功上市——

圣湘生物何以成为“抗疫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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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行驶公路，不停车就能“称重”

全省公路智能治超告别“人海战术”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唐星波）货车在公路行驶，不
停车就能“称重”——我省正加快实现治
超由“人海战术”向“科技智能”转变。记
者从27日在长沙召开的全省推进科技
治超现场会获悉，全省货物运输主通道、
重要桥梁和公路节点，已基本覆盖技术
监控设备，实现了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

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是指利用科技
手段设备，自动记录收集车辆违法超限超
载相关证据信息，执法人员无需在现场便
可依法进行执法管理行为的模式。

科技织密的治超“天网”正显著提

升治超效率。在长沙，全市204家矿山、
水泥、砂石、混凝土预拌场、大型物流园
等，全部实现了治超信息平台实时在线
监管。今年前7个月，长沙市非现场执法
结案率达 77.8%，同比去年提高了近
45%；公路超限超载率从 2016 年的 3%
降至0.5%。长沙车辆非法改拼装现象基
本消除，实施非现场执法的公路5年内

无需实施大中修。
目前，全省已建有省级、13 个市州

和95个县（市区）治超信息管理平台，建
成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220套。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赵
平介绍，今年起至 2022 年，我省将逐
年推进路面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固
定治超站“预检+精检”系统和流动检

测站系统、货运源头单位称重与监控
系统、高速公路入口称重系统等站点
建设。力争建成全国治超联网管理信
息系统省、市、县治超平台，实现信息
化治超“一张网”；建成技术支撑、规章
制度、信用管理、组织机构、资金保障
等五大保障体系，形成全省治超“一盘
棋”。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陈新 通
讯员 谢彤）8月25日，经过9个多月的紧
张有序施工，由中建五局三公司承建的长
沙蓝月谷智能制造产业园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将成为宁乡经开区打造全国智能制造
中心、推进“制造业立市”战略的新高地。

在长沙蓝月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现场，建设、监理、地勘、设计、审计等单位
组成的联合验收组走进一幢幢厂房内部，
对生产厂房、地下车库、综合楼、变电站、
化学品库、垃圾站等进行了验收。“项目于
2019年11月14日进场开始施工，到这天
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比合同工期提前了近
3个月。”该项目经理吕祥冰介绍，中建五
局三公司作为项目的总包建设方，运用快
速建造整体思维，临建办公区 10 天达到

1000人入住条件；首栋单体建筑提前23
天封顶，第2栋单体提前17天封顶，产业
园单体全面封顶比原计划提前 90 余天，
被誉为“宁乡速度园区一流”。同时，距离
全面封顶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了园
林绿化、装饰幕墙、给排水与采暖、建筑电
气等全部工作，再次干出了“宁乡速度”。

宁乡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沙蓝月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占地
240 亩、总建筑面积近 26.4 万平方米，将
大力引进一批智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形成产业集聚，不断强链补链延链，做
强做大产业；还将引进创新能力强、发展
潜力大的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和一定市场规模的
高增长性企业。

长沙蓝月谷智能制造产业园竣工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雷海燕 李蓉）记者从安乡县项目办
获悉，该县日前举行招商引资“百日攻坚”
集中签约活动，8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
20.1亿元。

签约项目涉及现代农业、电子、生物技
术、食品加工、智能科技等领域。签约项目有：
现代农业产业化项目，总投资额10亿元，主
要为生猪养殖基地、无害化处理中心、有机肥
厂等；智能电子产品项目，总投资额1亿元，
主要生产智能门锁、电脑配件等产品；汉创有

机生物复合肥项目，总投资额1.07亿元，主
要生产有机生物复合肥；橡塑制品项目，总投
资额1.5亿元，主要生产EVA橡塑制品等；
食品深加工项目，总投资额1.8亿元，主要对
小龙虾深加工、面制品加工等。

今年复工复产以来，安乡县吹响招商
引资“百日攻坚”集结号，由县领导牵头，
带领 10 个工作小组，奔赴经济发达地区
招商引资。目前，安乡县已签约项目 23
个，其中工业项目22个，亿元以上项目19
个，合同引资额35.49亿元。

安乡8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20.1亿元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刘
永涛）湖南省市场监管局27日公布
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全
省抽检饮料、酒类、豆制品等12大类
食品 303 批次样品，经湖南省产商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发现，
23 批次样品不合格，主要为饮用水
和酒类食品。

根据抽检，不合格样品存在铜绿
假单胞菌、大肠菌群、防腐剂等项目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常见的致
病菌。食品中检出大肠菌群，提示被

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较大。防腐剂
使用不当会产生负效应，长期过量
摄入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损
害。酒精度未达到产品标签明示要
求的原因，可能是包装不严密造成
酒精挥发，也可能是企业用低度酒
冒充高度酒。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已责成相关市
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
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
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从严处理。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公布最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

多批次饮用水及酒类食品抽检不合格

湖南日报 8月 28日讯（通讯员
李合锋）“到目前为止，全省已连续
181天无本土新增病例。”省疾控中心
党委书记黄跃龙昨日介绍。今年以
来，该中心党委以党支部“五化”建设
为抓手，以创建基层党建示范点为重
点，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不断
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推动疾控事
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为健康
湖南建设贡献了力量。

该中心党委坚持突出政治引领固
根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
强化理论武装、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心党
委班子和干部职工队伍彰显出较强的

凝聚力、战斗力。在今年的疫情防控战
斗中，全省疾控系统4093名党员投身
防控一线，5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请缨
援鄂、援京、援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同时，该中心党委始终坚持把党建
成效转化主业发展成果，疾病防控、疫
情处置和常态防控工作扎实有效。近5
年来，全省无甲类传染病发生，无重大
级别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得到有效保障。

黄跃龙表示，将持续用力抓好党
建工作，夯实党建基础，提升党建实
效，实现党建和业务双发展双提升。

省疾控中心：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疾控工作创新发展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黄
婷婷 通讯员 尹蓓蓓）湖南省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简称“湘物联”）区块
链应用分会26日在长沙成立，成为
全国首个成立区块链应用分会的省
级物流行业协会。

据了解，区块链技术正日益广
泛地应用于物流全过程，可以更好
地解决物流企业协同交互成本高、
多方协同难实现等问题，弥补因供
应链数据真实性难以保证所导致的
企业信用体系缺失等漏洞。

湘物联会长尹国杰介绍，区块链
应用分会可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我省物

流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场景打造，如建
立货运物流区块链应用平台，聚合货
主、司机、货源和运力等信息，由区块
链服务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实现基于区块链的智能车货匹配
等。

成立大会上，湖南天河国云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林当选湘物联区块
链应用分会会长。据介绍，区块链应用
分会是湘物联的专业分支机构，由省
内物流与供应链企业、区块链技术研
发企业、金融和金融科技企业及其他
区块链应用相关企业、机构和个人组
成。

挖掘“区块链+物流”潜力

湘物联区块链应用分会在长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