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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12月1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称“邮
储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8家战
略投资者名单揭晓。其中，华夏基金、嘉实
基金、汇添富基金、易方达基金、招商基金
及南方基金等6家战略配售基金首次悉数
到场并顶格申配，社保基金组合、央企基
金首次齐聚。这意味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A+H”两地上市收官在即。此外，根据公告
数据，长线专业机构投资者最终获配量占
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高达87%，体现了机
构投资者对邮储银行的坚定信心。

战略配售占比高达40%六家战

配基金首次悉数到场并顶格申配

公告显示，邮储银行此次A股IPO战略
配售对象共包括8家战略投资者，合计认购
股数约占“绿鞋”行使前发行总量的40%，
占比高且均有12个月锁定期。

值得关注的是，8家战略投资者包括市
场上全部6家战略配售基金，即华夏基金、
嘉实基金、汇添富基金、易方达基金、招商
基金及南方基金。以上战略配售基金的主
要投资方向为A股IPO战略配售，因此非常
注重投资标的的长期投资价值。本次邮储
银行A股IPO战略配售是这6家基金首次悉
数到场且均顶格申购，体现出了市场上机
构投资者对于邮储银行投资价值的高度
认可。

另外两家战略投资者分别为全国社
保基金一一三组合及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业内人士
指出，社保基金组合的资金来源为中央
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及基金投
资收益等，代表着社会公众利益，因而对
于投资标的具有非常严格的筛选标准，
专注于具有长期投资价值与稳定分红的
优质标的。

据了解，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由多家中央企业参与出资，投资于贫
困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园区建设、新
型城镇化发展等。专业人士表示，央企基
金参与邮储银行A股IPO，一方面体现出其
对邮储银行在“三农”领域实力的认可，未
来双方可发挥各自优势、强强联合，依托
邮储银行遍布全国、深度下沉的网络优
势，在国家乡村振兴、城镇化过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家市场化运
作的投资基金，央企基金同样看好邮储银
行的增长潜力，期望获取稳定增长的投资
收益。

本次发行流通股仅占50%优质

股票稀缺性凸显

公告显示，邮储银行此次A股IPO网下
投资者最终获配约12 . 9亿股，其中70%的股
份将于上市后锁定6个月。

8家战略投资者及网下获配投资者锁
定股份合计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50%，
创近期A股IPO新高，而获配量最大的F类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及I类(保险资
金、企业年金)长线投资者认购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高达87%。这反映了机构投
资者对邮储银行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事实上，一直以来，邮储银行始终受
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为其创造了丰厚的
回报。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邮储银
行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7 . 57%，净
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 . 76%，均大幅领
先可比同业。与此同时，邮储银行近年来
分红比例逐年提高，2018年度已经达到
30%。

根据邮储银行发布的A股招股说明书
对全年业绩预计的披露，预计2019年营业
收入为2766 . 55亿元至2792 . 65亿元，同比增
幅约为6 . 00%至7 . 00%；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为581 . 80亿元至592 . 26亿元，
同比增幅约为16 . 55%至18 . 64%。

据了解，邮储银行本次A股IPO发行完
成后，实际可流通的股份仅占“绿鞋”后发
行规模的一半，邮储银行A股股票的稀缺
性进一步凸显。

未来成长潜力大市场普遍看

好估值提升

邮储银行登陆A股在即，凭借天然的
零售禀赋、优异的资产质量、强劲的增长
势头等优势，市场机构普遍看好该行投资
价值和估值提升空间。

广大县域地区是金融服务的蓝海市
场，邮储银行差异化的零售银行战略，与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高
度契合。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
共有近4万个营业网点，网点数量位居中国
银行业首位，覆盖中国99%的县(市)；个人
客户数量近6亿户，覆盖超过中国人口总量
的40%；资产规模达10 . 07万亿元，位居中国
银行业第五位。

同时，干净的资产负债表和优异的资
产质量一直是邮储银行投资价值所在，也
是邮储银行的一张亮丽名片。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6月末，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仅
为0 . 82%，不到行业平均值的一半 ;拨备覆
盖率396 . 11%，是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申万宏源表示，“邮储银行兼具强劲
的业绩增速、第一梯队的分红水平以及健
康的资产质量，战略上坚持做有特色的零
售银行，是内资上市银行当中极具稀缺性
的优质标的。优异的基本面和差异化的零
售定位，我们维持邮储银行买入评级，预
计2019-21年归母净利润增速16 . 2%/15 . 0%/
15 . 0%(维持盈利预测)。”

国盛证券分析称，“邮储银行拥有扎
实的网点、存款、客户基础，且在国有大行
中‘成长性’较好，展望未来，利用独一无
二的邮银合作体系，其资产业务、中间业
务空间较大。本次A股IPO完成后，可有效
补充邮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提升资本充
足率，为未来业务扩张打开空间，维持‘买
入’评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杨虎
(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具体信息以公

司披露为准。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邮储银行公布IPO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六家战配基金顶格申配

泰山“挑山工”LOGO设计方案全球征集活动获奖作品颁奖仪式举行

获奖作品“千里挑一”捧走十万奖金
本报泰安12月2日讯(记者 倪方圆

通讯员 闫晨) 11月29日，泰山“挑山工”
LOGO设计方案全球征集活动获奖作品颁
奖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泰安举行。经过全
体评选专家层层把关，严格筛选，最终评
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提名奖9个。

泰山为“五岳之首”，是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以“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
不懈怠、一往无前”为核心原旨的泰山“挑
山工”宝贵品质，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
和现实意义。为更好诠释泰山“挑山工”的
时代内涵，彰显时代特色、体现时代要求，
泰安市于2019年3月底启动了为期三个月
的泰山“挑山工”LOGO设计方案全球征集
活动。

本次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外专业机
构、专业人士和专业高校师生踊跃参与
LOGO设计征集活动。截至6月30日18时，
共收到海内外投稿设计作品3105件。国内
投稿作品3089件，分别来自全国28个省份；
国外作品16件，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加拿
大、西班牙等14个国家。这些LOGO设计作
品运用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深
度挖掘属于泰山挑山工独有的文化元素，
兼具艺术性、观赏性和感染力，体现了政
治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庄重性和生动性相
结合。

8月20日至21日，由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何洁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周刚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王子源

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视觉设计与教育研究
所所长李中扬教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
字与传媒学院院长顾群业教授组成的专
家评审组，对3105件泰山“挑山工”LOGO
设计方案全球征集的作品进行了评审。根
据征集公告规定和评审要求，经全体评选
专家初审、复审、合议、终审等环节层层把
关，严格筛选，最终评出一等奖1个，二等2
个，提名奖9个。特等奖空缺。

9月10日至18日，在市政府官方网站
和中华泰山网，对泰山“挑山工”LOGO设
计方案全球征集获奖作品进行了公示，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9月16日至22日，泰安市
美术馆举办泰山“挑山工”LOGO设计方案
全球征集作品展览活动。

“我这标识以山为背景，前方是挑山
工人物剪影，以山托人，以人为本，突出人
的作为和力量感，彰显泰山挑山工的奉献
和大爱精神，展现泰山人民吃苦耐劳奋斗
不息的优秀品质，进而暗含着泰山人民对
美好生活梦想的不懈追求！”一等奖获得
者徐淑华说。

泰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以
“埋尖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
前”为核心原旨的泰山“挑山工”宝贵品
质，蘊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
为更好诠释泰山“挑山工”的时代内涵，彰
显时代特色、体现时代要求，泰安市于
2019年3月底启动了泰山“挑山工”LOGO
设计方案全球征集活动。

本报泰安12月2日讯(记者 王坤) 11
月28日上午，中欧跨境电子贸易物流园启
动暨泰安陆港快递类海关监管场站揭牌
仪式在新泰举行，标志着新泰对外开放水
平迈上了新台阶。

泰安陆港快递类海关监管场站占地
62 . 25亩，投资1 . 5亿元，是济南关区首个
在营“9610”快递类海关监管场站。伴随中
欧跨境贸易国际物流园正式开园，该场站
预计日均通关包裹2万单，后期将逐步达
到日均通关包裹5万单。

泰安陆港快递类海关监管场站，是商
务部中欧跨境电子贸易物流园一园两区
项目中的中国功能区，与设在荷兰芬洛的
欧洲功能区，形成中欧跨境电子贸易的两
个桥头堡。该场站的成功运营将使新泰真
正成为鲁中地区以跨境电商为主要特色
的商贸物流集聚区。

近年来，新泰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
遇，引导企业深挖美国、欧洲、日韩、东南
亚等传统出口市场，大力开拓南亚、中东、
东欧等新兴市场。目前，新泰已同“一带一
路”沿线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合作

关系，培植起特变电工、和新精工、平阳纺
织、润德生物、格林富德等大批外向型龙
头企业，初步形成了“外资引领，三外联
动，统筹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

泰安陆港快递类海关监管场站的揭

牌运营，不仅为新泰和兄弟县市区架起了
一座沟通世界、接轨国际的桥梁，更圆了
新泰人民多年的“海关梦”，对提升新泰对
外形象、扩大外贸竞争优势具有着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本报泰安12月2日讯(记者 侯海
燕) 2日，“冻人”的一周开始了，3日
的最低温将达到-5℃。据泰安市气象
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
天，泰安将以晴冷天气为主，雪没到，
降温和大风天不请自来。

“今早出门上班，风真大，只穿了
一件薄大衣冻的打哆嗦。”2日，不少
泰安人的朋友圈李都在喊冷。走在泰
城街头，大伙儿出门也都是帽子、口
罩、围巾、羽绒服样样齐全，看得出
来，天儿是真的冷了！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情况为：2日
夜间到3日，晴到少云，降水概率20%，
西到西南风3到4级，湖面4到5级。最
低气温-5℃左右。

12月4日，晴到少云，降水概率
20%，南风转北风2到3级，湖面3到4
级。最低气温-4℃左右。

12月5日，晴间多云，降水概率
20%，东北风3到4级，湖面4到5级。最
低气温-3℃左右。

泰安开启冰冻模式
大风吹来-5℃低温

中欧跨境电子贸易物流园项目在新泰启动

新泰将成鲁中地区跨境电商物流集聚区

首批货物扫码接受检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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