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价下行 龙头养殖企业扩产能降成本□本报记者 周文天 潘宇静

随着生猪生产的恢复和出栏量的增加，猪肉价格已经连续7周下降。 不过，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继续扩大产能。

业内人士认为，大型养殖企业成本存在下降空间，有望减少生猪价格下降对业绩的影响。

猪价持续下跌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10月12日-16日，16省（直辖市）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的周平均值为每公斤38.05元，较10月9日的每公斤39.75元下跌4.3%，同比跌18.6%，较上周跌幅扩大8.4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随着生猪生产快速恢复、出栏量增加，猪肉价格已连续7周回落。 截至9月底，全国生猪存栏达到3.7亿头，恢复到2017年末的84%；能繁母猪存栏达到3822万头，恢复到2017年末的86%。

之前，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生猪存栏下滑，供求关系紧张，生猪价格持续上涨。 生猪养殖盈利水平提升，生猪养殖企业取得较好业绩。 而进入2020年，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明显减弱。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3月以来，生猪出栏连续7个月环比增长；1-9月份猪肉进口量328.6万吨，同比增长132.2%。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称，综合考虑生猪生产恢复情况、猪肉进口、消费需求变化等因素，明年元旦春节期间猪肉供应量同比会增长30%左右，价格总体上将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头部企业忙扩产

尽管猪肉价格下降，但生猪养殖企业扩张步伐并没有停止。 牧原股份近期公告，拟出资设立横县牧原、沙洋牧原、江都牧原、义安牧原4家生猪养殖子公司和牧原科工1家饲料子公司，由子公司牧原粮贸出资设立原料孙公司牧原生物。 上述6家新公司注册资本各拟定为2000万元。

牧原股份在接受投资者调研时表示，目前公司已成立的屠宰类子公司规划产能为3000万头左右。 公司会根据未来养殖产能的布局，在养殖产能较密集的区域优先规划布局屠宰厂。 截至9月底，公司生猪存栏量1800万头左右，其中能繁母猪存栏量221.6万头。

2020年以来，5家生猪养殖企业的扩产计划投资近200亿元。 其中，牧原股份计划投资51亿元用于23个生猪养殖项目，19亿元用于4个生猪屠宰项目。 新希望拟投资18.26亿元新建设3个生猪养殖项目。

进入10月份，温氏股份和大北农加入大手笔投资行列。 温氏股份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98.75亿元。 其中，62.52亿元用于养猪项目。 大北农拟发起设立总规模为100亿元的产业发起基金，首期10亿元用于支持河北生猪养殖项目。

正邦科技早在6月份就宣布了扩产计划。 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亿元，其中32.19亿元用于发展生猪养殖业务。 正邦科技在2019年年报中表示，生猪养殖业务继续以扩大规模为首要任务，今年生猪出栏目标为900万-1100万头。

平抑“猪周期”

华西证券研报显示，我国的“猪周期”约为3-4年。 本轮猪周期自2018年6月开始，目前时长为28个月，为“上行期” ，预计2020年四季度开始步入“下行期” 。 春节之前，猪肉将呈现“供需两旺、供给放量” ；从春节后到明年年中，出栏量将全面增加，供给大幅上升。 节后对于猪肉的需求将进入淡季，预计猪价将较大幅度下跌。

财信证券指出，牧原股份是“自繁自养一体化”养殖龙头企业，成本控制能力突出。 当前，公司生猪育肥成本约为14元/公斤，仔猪成本约为350-400元/头。 未来，随着生猪出栏量的增加、非洲猪瘟防控成本的下降以及智能化养殖技术的运用，养殖成本存在下降空间。 公司有望依靠成本管控能力，减少生猪价格下降对业绩的影响。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龙头企业不断拓展产能，大型或超大型养猪企业获得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之后，会抑制市场价格情绪性波动，市场信息更加透明，有利于避免“猪周期”而引起的猪价快速不合理上涨或下跌。 不过，目前已上市的前十家猪企出栏量还不到全国总出栏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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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晶存储董事长郑穆：

十年深耕光存储领域 打造全产业链优势

□本报记者 万宇

从底层介质入手，紫晶存储十年磨一

剑，深耕光存储领域，拥有自主可控的底

层光存储核心技术，沿着光存储“介质-

设备-软件-解决方案” 的发展路径，形

成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成为大数据存储解

决方案和产品提供商。

“新基建”方兴未艾，数据中心、数字

政务等需求催生了光存储行业的广阔市

场，紫晶存储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紫晶存储董事长郑穆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将抓住灾备中心建设的

机遇，布局下一代存储技术全息光存储技

术，在大数据浪潮中为中国的数据安全贡

献紫晶存储的力量。

十年磨一剑

紫晶存储成立于2010年， 到今年正

好十年。在郑穆看来，紫晶存储从无到有、

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也是光存储逐渐发

展并被市场接受的过程。

郑穆介绍，自己从事过光盘设备相关

工作，接触了国外先进的制造技术。 工作

多年后决定自己创业，因为一直从事光盘

相关的工作，郑穆的创业之路也围绕着光

盘展开。 光盘此前大多用来承载音像数

据。 郑穆初入光存储行业时，光存储还不

为大家所熟知，多数人对光盘的印象还停

留在音像制品上。

创立紫晶存储后， 郑穆和他的团队

从底层介质开始，开发蓝光格式的介质，

基于蓝光格式存储数据。“当年比较苦，

光盘制造没有标准的制程， 只规定了要

满足的参数，我们只有一步步摸索。公司

成立之初，我们泡在车间里摸索工艺，还

要寻找符合要求的材料。用了三年时间，

紫晶存储才把可以存储档案级别的光盘

做出来。 ” 郑穆说，之后紫晶存储就步入

了发展快车道。

如今，紫晶存储已经拥有自主可控的

底层光存储核心技术，成为国内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光存储高科技企业，是唯一一家

BD-R（一次性记录蓝光存储介质）底层

编码策略通过国际蓝光联盟认证的中国

大陆地区光存储企业（全球仅9家）。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慢慢地接受了光

存储。 “逐渐有客户主动找上门来，公司

的销售情况一年比一年好。 ” 郑穆说。

迎来发展机遇

深耕光存储行业十年之久， 紫晶存储

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郑穆指出，中国

数据存储行业从2014年开始进入黄金发展

时期。数据安全是信息安全的基石，国家信

息安全近年来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数据中

心作为“新基建”之一获得高度重视。

光存储是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的基础设施。 相比磁、电存储

介质， 光存储介质具有安全可靠性高、

存储寿命长、绿色节能、单位存储成本

低等优点，特别适合作为冷数据的存储

介质。

值得一提的是，磁带、机械硬盘、固态

硬盘的底层核心技术基本都掌握在海外

厂商手中。 而紫晶存储已经掌握蓝光存

储介质技术，产品自主可控，包括底层编

码的策略、生产线的开发、生产工艺以及

一些核心技术。

工信部、科技部以及地方政府密集出

台政策，推动光存储技术发展与应用，大

数据、绿色数据中心与信息化及信息安全

建设持续推进，为扩大光存储下游市场需

求提供驱动力。 公司的光存储应用领域

不断拓展，覆盖了数据中心、医疗档案、金

融等企业级的市场。

公司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2019年紫

晶存储实现营收5.16亿元， 同比增长

28.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亿元， 同比增长31.35%； 今年上半

年，紫晶存储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同

比增长26.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171.60万元，同比增长84.01%。

形成全产业链优势

底层技术的夯实让紫晶存储业务拓

展有了更多可能性， 公司沿着光存储

“介质-设备-软件-解决方案” 的发展

路径，形成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成为大

数据存储解决方案和产品提供商。

郑穆介绍，在数据中心建设加快的背

景下，各地灾备中心建设需求旺盛，紫晶

存储也瞄准了这一机遇。

为了更好推进这一工作，9月16日紫

晶存储发布公告称，基于公司与中国长城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为加速构

建信息化及大数据业务、行业应用等产业

链的布局，公司拟与中国长城设立合资公

司共同推动信息化产业基地、自主安全绿

色数据中心的项目建设。合资公司主要业

务为开拓地方信息化市场，推动信息化产

业基地、 国产化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工作。

通过与中国长城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共同推动数据灾备中心的落地并参与

投资建设数据灾备中心等存储服务。

业务快速发展， 科研方面力度不减。

2016年-2019年， 公司的研发费用从

1029.69万元增至4898.99万元，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47.69%。 今年上半年，公司研发

费用达2399.2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43.25%。 郑穆介绍，紫晶存储将继续加大

研发投入，提前部署下一代存储技术———

全息光存储技术。 该技术可以提供超过

TB级的存储容量， 能够满足更大存储容

量、更快读写速度的大数据存储需求。 攻

克全息光存储关键技术后，紫晶存储将从

光存储领域的追随者变成引领者，公司的

发展前景将更广阔。

资本活水涌向西藏带动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康曦

资本活水不断涌向西藏， 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为西藏地区的财税收入、促进

就业、产业发展、精准扶贫脱贫等方面注

入新的活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绿色通

道” 政策实施以来，上市公司累计在藏

纳税76 . 87亿元。 其中，2019年在藏纳

税20 . 44亿元，占全区税收的13%。新增

解决就业近 2000人， 累计扶贫捐赠

2 . 54亿元。

推动经济发展

资本市场与地方经济发展是相互成

就的关系。 随着资本市场力量的壮大，其

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西藏证监局表示， 上市公司对西藏

经济发展贡献持续加大。“绿色通道” 政

策实施后，上市公司累计在藏纳税76.87

亿元，新增解决就业1864人，累计扶贫捐

赠2.54亿元。 辖区一些优质企业通过上

市挂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逐渐成为产

业龙头，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有力地促

进了西藏经济发展。

西藏天路在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海

拔4、5千米的高原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经

过多年的历练，积累了在复杂、恶劣、高

原、冻土等特殊环境中施工的丰富经验，

为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华林证券指出， 未来公司将继续完

善在西藏的布局， 发挥资本市场投融资

服务中介优势， 进一步加强对西藏金融

基础设施、中小成长性企业、特色产业等

领域的金融服务， 助力藏区企业通过多

层次股权市场发展壮大， 通过债券市场

拓宽资金来源及盘活资产， 提供普惠金

融产品， 为藏区人民提供财富管理服务

等， 在西藏发展和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

作用。

辖区上市公司积极参与西藏脱贫攻

坚战役。 2017年，万兴科技便与西藏大学

签订定点帮扶合作意向框架协议， 设立

了“万兴科技大学生奖励金” ，公司还积

极支持西藏特殊教育事业、 小学教育的

发展。

迎来发展机遇

西藏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

空间为上市公司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万兴科技表示， 近年来西藏发展势

能不断加大， 形成了强有力的基层政府

服务体系，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快

速提升，人才储备也愈加充足，对企业的

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包括税收优惠、上市

绿色通道政策等， 为公司发展壮大提供

了优越环境。

高争民爆地处矿产资源丰富、 基础

设施建设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西藏

地区。 高争民爆在半年报中表示，随着

西部大开发力度的加大，对西藏地区铁

路、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矿山资源开采的投资规模将进

一步扩大，西藏地区民爆器材需求量将

逐年递增。

在高争民爆看来， 西藏地区矿产资

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 特别是近十几

年来，以开发铬、铜、铅、锌、盐湖、地热、

硼等优势资源为主的经营活动有序开

展，初步形成了拉萨、山南、昌都等矿产

资源开发经济区域。 据国土资源部数

据， 目前西藏自治区已发现102种矿产

资源、矿点3000余处、盐湖500余座。 其

中，铬铁矿、铜矿、锑矿，以及锂、硼、钾

等均为藏区优势资源。 据估算，西藏已

查明铬铁矿占国内储量比例在80%以

上，铜矿储量占比在50%以上，锂资源占

比近2/3。随着青藏铁路的全面开通和能

源、交通问题的逐步改善，高运输成本

和电力紧张制约西藏矿业发展的问题得

到改善和解决。 西藏地区矿业经济呈现

蓬勃发展的景象，蕴藏着巨大的民爆器

材需求量。

华林证券指出， 西藏为资本市场发

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也为华林证券带来

了重大发展机遇。 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

工具和桥梁，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 同时，公司在此过程中

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片仔癀拟筹划

片仔癀化妆品分拆上市

□本报记者 傅苏颖

片仔癀10月23日晚发布三

季报，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83%。 公司公告称，拟启动分

拆控股子公司福建片仔癀化妆

品有限公司（简称“片仔癀化妆

品” ）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长

19.83%

2020年前三季度，片仔癀实

现营业收入50.70亿元，同比增长

16.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3.29亿元，同比增长

19.83%。

公司网站显示，片仔癀是以

医药制造、研发为主业的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华老字号企

业，现市值超过1000亿元。拥有1

家研究院、35家控股子公司、7家

参股公司。 经营6大品类、470多

个产品系列。 在全国7个省、直辖

市建立了23个科研、生产和药材

基地。 名药片仔癀为国家中药一

级保护品种，中成药单品种出口

连续多年位居中国第一。

根据公司2020年半年报，

2014年公司开始实施 “一核两

翼” 大健康发展战略，在夯实医

药制造业的基础上，加强化妆品、

日化产品及保健品、 保健食品两

翼，同时拓展医药流通业为补充。

经过数年的精心打造与发展，公

司基本形成了健康领域多业态集

聚的格局，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三季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

的销售费用为5.16亿元，同比增长

44.31%。公司称，销售费用增加主

要系公司和化妆品、 日化行业的

控股子公司根据营销计划用于市

场推广的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拟分拆上市

公告显示，根据公司总体战

略安排， 为发挥资本市场优化

资源配置的作用， 实现不同业

务模块的均衡发展， 根据有关

政策， 董事会拟授权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片仔癀化妆品经营层

启动分拆片仔癀化妆品上市的

前期筹备工作。 本次分拆后公

司仍将维持对片仔癀化妆品的

控制权， 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

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

性影响。

片仔癀化妆品分别由公司

和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 公 司 持 股 90.1869% 和

9.8131%，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漳州市国资委。 片仔癀

化妆品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

1.07亿元， 主要从事化妆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旗下拥有“片仔

癀”“皇后” 等品牌，产品覆盖护

肤品、清洁洗护等系列，满足不

同年龄、偏好的消费者需求。 片

仔癀化妆品建立了覆盖百货专

柜、日化店、药店连锁、体验馆、

体验店、电子商务及商超等多种

渠道的销售网络。

2017年-2019年以及2020

年上半年，片仔癀化妆品分别实

现营收1.75亿元、2.74亿元、4.3

亿元以及3.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102.61 万 元 、4245.88 万 元 、

8093.59万元以及7422.45万元。

公司表示，本次筹划控股子

公司分拆上市事项，有利于发挥

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提升公司和片仔癀化妆品的核

心竞争力。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

前期筹划阶段，待公司管理层完

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司董事会

还需就分拆片仔癀化妆品上市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

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做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鉴于本次事项尚处于

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大连重工

差异化竞争成果显现

□本报记者 宋维东

10月23日，大连重工下属大

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承揽的陕投集团神木市电石集

团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90万吨电石炉设备总承包项目

（简称“神木电石项目” ）启动，

标志着大连重工在电石炉设备

的绿色智能制造领域再次走在

前列。这也是大连重工近年来着

力打造主导产品智能、 高端、绿

色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成果

体现。

斩获12亿元大单

此次大连重工承揽的神木电

石项目包括10套电石炉全套生

产线设备的供货及土建施工，总

金额逾12亿元， 是近3年来大连

重工电石炉等矿热炉总承包项目

单笔合同金额最大的订单。

神木电石项目是陕西省落实

电石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要求，以

建设现代化工绿色示范园区为目

标的重点项目。 项目将聚焦智能

工厂建设， 应用基于生产现场的

智能仪表、 智能巡检、 作业机器

人、智能物流等智能化设备，采用

DCS、SIS、GDS等自动化过程控

制系统，实现电石炉电极控制、出

炉锅车系统及料面处理、 锅车搬

运等作业全流程的智能化， 最大

程度地实现生产岗位无人值守、

无人巡检。

近年来， 大连重工针对电石

冶炼行业客户对作业系统智能化

升级改造的需求， 从电石原料处

理系统、配送料系统、冶炼系统、

煤气供水系统等冶炼工艺的全业

务链进行技术攻关， 提供以智能

化为核心技术的电石炉工程总体

解决方案，先后在内蒙古、安徽等

区域承揽了多个智能化电石炉项

目， 推动电石行业的全流程智能

化发展。

大连重工相关负责人表示，

神木电石项目是公司主动调整

战略布局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公

司在电石炉产品市场中的领先

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工程总承包

管理经验。

差异化提升竞争力

大连重工是重机行业大型重

点骨干企业和新能源设备制造重

点企业。近年来，公司着力打造主

导产品智能、高端、绿色的差异化

竞争优势。

公司根据政策和市场方向，

开发了能源环保装备、 传动与

控制系统、船用零部件、工程机

械、海工机械等产品，构建了国

内规模最大、 最具市场竞争能

力的风电核心零部件、 核电起

重设备和大型船用曲轴专业化

研制基地。

目前， 大连重工逐步形成了

以传统主导产品为发展基础，以

成长型产品和资本运营为增长拉

动， 以新兴产品和现代服务为新

增长点，优势互补、战略协调的新

型产品结构。

即便是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 大连重工经营业绩仍

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公司预计前

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30.90%

至96.35%。“差异化竞争为公司

带来更强的竞争力， 创新求变带

来的产品结构性调整有力地支撑

订货量增长。 ”公司负责人说。

在一些市场广阔、 发展前景

好的领域，大连重工积极布局，全

力推进智能化、 服务制造和绿色

环保等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 大连重工在

智能化升级、绿色环保改造、服务

型制造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改变了钢铁、料场、码头、能源等

行业企业的生产模式， 并持续破

解了大型船用曲轴、 华龙一号核

环吊、“天眼” 索驱动系统等一批

国家重点难点课题， 推动公司研

制更多“中国首台”“世界首台”

精品设备， 以差异化竞争优势占

领更大高端市场。

紫晶存储生产线

猪价持续下跌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10月12

日-16日，16省（直辖市）瘦肉型白条猪

肉出厂价格总指数的周平均值为每公斤

38.05元， 较10月9日的每公斤39.75元下

跌4.3%，同比跌18.6%，较上周跌幅扩大

8.4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 发展规划司

司长魏百刚表示，随着生猪生产快速恢

复、出栏量增加，猪肉价格已连续7周回

落。截至9月底，全国生猪存栏达到3.7亿

头，恢复到2017年末的84% ；能繁母猪

存栏达到3822万头，恢复到2017年末的

86%。

之前，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生

猪存栏下滑，供求关系紧张，生猪价格持

续上涨。 生猪养殖盈利水平提升，生猪养

殖企业取得较好业绩。而进入2020年，我

国非洲猪瘟疫情明显减弱。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今年3月以

来， 生猪出栏连续7个月环比增长；1-9

月份猪肉进口量328.6万吨， 同比增长

132.2%。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

华称，综合考虑生猪生产恢复情况、猪肉

进口、消费需求变化等因素，明年元旦春

节期间猪肉供应量同比会增长30%左

右，价格总体上将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头部企业忙扩产

尽管猪肉价格下降， 但生猪养殖企

业扩张步伐并没有停止。 牧原股份近期

公告，拟出资设立横县牧原、沙洋牧原、

江都牧原、 义安牧原4家生猪养殖子公

司和牧原科工1家饲料子公司， 由子公

司牧原粮贸出资设立原料孙公司牧原

生物。 上述6家新公司注册资本各拟定

为2000万元。

牧原股份在接受投资者调研时表

示， 目前公司已成立的屠宰类子公司规

划产能为3000万头左右。 公司会根据未

来养殖产能的布局， 在养殖产能较密集

的区域优先规划布局屠宰厂。 截至9月

底，公司生猪存栏量1800万头左右，其中

能繁母猪存栏量221.6万头。

2020年以来，5家生猪养殖企业的扩

产计划投资近200亿元。 其中，牧原股份

计划投资51亿元用于23个生猪养殖项

目，19亿元用于4个生猪屠宰项目。 新希

望拟投资18.26亿元新建设3个生猪养殖

项目。

进入10月份， 温氏股份和大北农加

入大手笔投资行列。 温氏股份拟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98.75亿

元。其中，62.52亿元用于养猪项目。 大北

农拟发起设立总规模为100亿元的产业

发起基金， 首期10亿元用于支持河北生

猪养殖项目。

正邦科技早在6月份就宣布了扩产

计划。 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

亿元， 其中32 . 19亿元用于发展生猪养

殖业务。 正邦科技在2019年年报中表

示， 生猪养殖业务继续以扩大规模为

首要任务，今年生猪出栏目标为900万

-1100万头。

平抑“猪周期”

华西证券研报显示， 我国的 “猪周

期” 约为3-4年。 本轮猪周期自2018年6

月开始， 目前时长为28个月， 为 “上行

期” ，预计2020年四季度开始步入“下行

期” 。 春节之前，猪肉将呈现“供需两旺、

供给放量” ；从春节后到明年年中，出栏

量将全面增加，供给大幅上升。 节后对于

猪肉的需求将进入淡季， 预计猪价将较

大幅度下跌。

财信证券指出，牧原股份是“自繁自

养一体化” 养殖龙头企业，成本控制能力

突出。当前，公司生猪育肥成本约为14元

/公斤，仔猪成本约为350-400元/头。 未

来，随着生猪出栏量的增加、非洲猪瘟防

控成本的下降以及智能化养殖技术的运

用，养殖成本存在下降空间。 公司有望依

靠成本管控能力， 减少生猪价格下降对

业绩的影响。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龙头企业不断

拓展产能， 大型或超大型养猪企业获

得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之后， 会抑制市

场价格情绪性波动， 市场信息更加透

明，有利于避免“猪周期” 而引起的猪

价快速不合理上涨或下跌。 不过，目前

已上市的前十家猪企出栏量还不到全

国总出栏量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