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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一天，古越龙山昨发布澄清公告：
“ 至今没有发现饮用黄酒致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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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榜

香港媒体曝光
古越龙山被曝含有可能致癌物

6月15日，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官网上
发布了“ 酒精饮品测试”的相关报告。香
港消委会指出，市面上部分酒精饮品含可
能致癌的物质，古越龙山三年陈酿绍兴加
饭酒与古越龙山正宗绍兴陈年花雕（ 五
年），其氨基甲酸乙酯的含量，分别为每千
克0.2毫克至0.26毫克，其中古越龙山正宗
绍兴陈年花雕（ 五年）的含量最高。

这对于此前股价连创历史新高的古
越龙山而言，无疑是个“ 晴天霹雳”。当日
晚间，古越龙山即在公司官方微博和公司
官网中发布了相关澄清声明。而古越龙山
的董事长傅建伟也在6月16日，在其微博
中表示公司产品并无致癌问题。受此消息
影响，古越龙山昨日遭遇全天停牌。

公司昨日公告
远低于水果白兰地酒限量标准

昨日晚间，古越龙山针对该事件发布
了相关澄清公告。公司表示，黄酒是一种
传统食品，有数千年历史，适量常饮对人
体健康有益，至今没有发现因饮用黄酒致
癌的案例发生。氨基甲酸乙酯普遍存在于
各种酒类及其他发酵食品中，是在自然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并非人为添加。经统计，
此次涉及的两个黄酒产品2011年的销售
额为54.29万元，约占公司2011年总销售额
的0.04%。

古越龙山同时强调，目前我国对酒类
的氨基甲酸乙酯尚无标准要求。公司历来
视食品安全为企业之生命，所生产的产品
安全可靠，消费者可以放心饮用。

不仅如此，古越 龙 山 还 在 公 告 中
“ 搬”出了国家黄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出具的相关内容。国家黄酒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表示，古越龙山的黄酒氨基甲
酸乙酯含量远低于欧盟国家及其他国家
水果白兰地酒的限量标准。

其中，欧盟建议对水果白兰地的氨基
甲酸乙酯含量上限值每千克0.4毫克，法国
和瑞士对水果白兰地的氨基甲酸乙酯含

量上限值为每千克1.0毫克，美国、韩国等
国家对水果白兰地的EC含量没有明确的
上限标准。而香港对公司两款产品检测出
的氨基甲酸乙酯为每千克0.2毫克至0.26
毫克，远低于上述参考标准。

股价连创新高
分析师对后市依然看好

其实,从今年1月开始,古越龙山的股
价就开始节节攀升, 在三月中下旬出现短
暂回调后,4月份后古越龙山的股价便开始
加速猛涨。从4月17日的10.99元收盘价至
上个交易日的14.59元，其上涨幅度已高达
32.57%。5月31日，公司股价更是创出了
16.88元的历史新高。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此前古越龙山股
价一路上扬多数是受公司提价消息的影
响。5月15日，古越龙山宣布上调“ 女儿
红” 系列产品的价格, 提价幅度为10%
-12%, 公司表示，价格上调将会对公司
2012年销售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值得注
意的是，这已经是古越龙山今年内对旗下
产品的二度提价,此前公司曾于2012年1月
1日起上调普通瓶装酒主导产品的出厂
价。如果再往前翻看的话,自2010年9月9日
以来,古越龙山已经6次上调旗下黄酒产品
的价格,各类产品的提价幅度从6%-42%不
等。

对于公司此次的“ 致癌门”事件，宏
源证券的黄立军表示，该事件可能会在短
期内对公司产生影响。不过，从中长期来
看，古越龙山无论是在品牌、规模及产品
方面都具有优势。“ 公司在收购女儿红及
扩产后，其拥有产能16万吨/年，基酒26万
吨，居行业第一位；不仅如此，公司品牌定
位清晰，且销售区域相对分散。”黄立军指
出，如果古越龙山能够打破江浙沪的局
限，按其他区域人均消费量达到江浙沪的
一半计算，其未来的需求量可以增加到
450万千升左右，相比目前产量，将有3.4
倍的增长空间。此外，随着团购公司成立，
以及专卖店、网点的开设，古越龙山的业
绩仍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上周末，黄酒龙
头企业古越龙山被
卷入一 场“ 致 癌
门”风波。香港消
费者委员会公布的
一则消息称，古越
龙山旗下黄酒产品
在香港被查出含有
可能导致癌症的氨
基甲酸乙酯。

受 此 消 息 影
响，古越龙山昨日
全天停牌。

不过，公司昨
日晚间发布相关澄
清公告称，其产品
安全可靠，且被质
疑的两款产品去年
销量占比并不高。

本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周一生物医药板
块再度集体爆发，多只医药股封涨停板。其
中亚宝药业（ 600351）领涨医药板块，晚间
龙虎榜显示，该股被机构抢筹2281万。

6月16日亚宝药业发布公告，证监会
发审委审核通过了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申请。昨日早盘亚宝药业高开高
走，不久后强势封住涨停，并带动医药个
股走强。晚间龙虎榜显示，亚宝药业买方
席位上出现了2家机构，共计买入2281.11
万，卖方席位上虽出现了1家机构席位，但
卖出金额仅203.70万，机构买入力度明显
强于卖出力度。

近期医药股的表现令人惊喜，国泰君
安认为医药股上涨将继续围绕政策转向、

利润增速回升确认、以及资金追逐三个维
度进行。在普涨和修复后，细分领域中具
有独一无二优势的成长力量值得重点关
注。近期药监局审批新药进度加快，创新
仍是制药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生物制药、
靶向药物、中药创新剂型、优质品牌首仿
药等储配品种值得重点关注。

另外，昨日被机构净买入的个股还有
三维工程（ 002469），该公司6月16日公告
将推出一份为期4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为18.18元。分析人士认为，其
股权激励计划透露出对未来股价的较强
信心。该股昨日早盘封涨停，报19.82元。晚
间龙虎榜显示1机构入场吸筹，不过买入
金额仅有120.37万元。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本报讯 丁艳芳 银江股份停牌两个
交易日了。在停牌前，在网络及媒体上，银
江股份“ 涉嫌隐瞒在政府采购中遭到行政
处罚”的质疑已经传了半个月。昨晚，银江
股份以澄清公告的形式，否认了上述质
疑，称相关的“ 行政处罚”经过申诉已被
撤销，并且不会影响其未来在政府采购领
域的拓展。

匿名爆料连续指向银江
质疑最早是从6月2日开始的，网络上

的匿名爆料称，银江股份“ 在今年2月1日
接到过瑞安市财政局的文件，文件上称银
江股份由于上一年度的违法行为，被处一
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从2012年2
月1日开始执行”。其后，又进一步被踢曝，
银江股份“ 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上
诉案件将于6月6日开庭审理，如果瑞安市
财政局胜诉，银江股份串标被处以禁止一
年不得参与政府采购行为的事实将得以
延续”，并提出疑问，这是否会对高度依赖
政府采购的银江股份产生影响？

澄清公告与质疑有出入
昨晚，银江股份的澄清公告则与上述

爆料有较大的出入。行政处罚一事源自于
2011年6月9日银江股份参与的瑞安市塘
下人民医院的某政府采购投标项目，瑞安
市财政局认为，银江股份在招标过程中存
在相互串标行为，并对这次参与投标的银
江股份、浙江爱达科技等进行了处罚。银
江股份在今年2月15日收到瑞安市财政局
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除被取消中
标资格外，还处以1.7万元的罚款，并被列
入不良记录名单，12个月内禁止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银江股份称，收到该处罚决定
后立即向浙江省财政厅、瑞安市财政局提
出申诉，经调查和复议后，瑞安市财政局
已经撤销了该处罚决定，公司近期已经收
到相关的撤销文件。

而关于6月6日开庭审理一事，银江股
份称自己并非原告也非被告，而是相关第
三人，此案的原告是当初一并被罚的浙江
爱达科技，起诉的原因是不服瑞安市财政
局的处罚。同时，银江股份称爱达科技已
经在6月15日向法院提出撤诉，并被准许。

疑云并未因此全部散去
根据我国的招标法，银江股份2月15日

收到的处罚决定中，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一
年应是全国范围内的。而银江股份昨天的公
告中称，截至今年6月15日，其新增订单6亿
元，其中政府采购项目占一半，说明其对政
府采购高度依赖。那么，2月15日收到这份

“ 重量级”处罚决定，完全够得上需要及时
披露的重大事项。尽管其有意申诉，但处罚
决定已经发生，申诉结果尚未可知，因此信
披义务不能因未来计划申诉而进行搪塞。

再者，如果银江股份确实没有和爱达
科技相互串标，那么瑞安市财政局撤销对
银江股份的行政处罚时，是否也该一并撤
销对爱达科技的处罚。同时，爱达科技撤
诉的日子也太“ 巧”，因为这就在上周五，
银江股份正是当天被临时停牌的，因此无
法洗脱因舆论关注而斡旋运作的可能。当
然，爱达科技若能胜诉，银江股份也能减
轻压力，但如若败诉，岂不更证明了银江
股份与爱达科技在串标问题上的“ 瓜田李
下”。显然，对银江股份来讲，爱达科技主
动撤诉是根“ 上上签”。

银江股份澄清“ 行政处罚”质疑

信披责任问题仍无法推卸

亚宝药业遭机构抢筹千万

数据来源：钱龙黄金眼》主力持仓变动

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买卖气

中化岩土 28.76 491.78 11.07 2
万讯自控 46.85 376.23 10.36 1
宜通世纪 26.79 504.72 7.56 1
常山药业 25.72 393.95 6.58 2
飞利信 25.4 379.3 4 7
佐力药业 42.24 369.45 4 6
佛慈制药 9.13 381.95 3.86 2
巴安水务 8.93 507.2 3.57 4
湖南发展 16.69 346.15 3.56 2
共达电声 20.4 430.03 3.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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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茂硕电源 -16 372.48 -2.17 -2
深深宝! -30.31 445.13 -2.09 -1
宝德股份 -7.79 428.57 -1.84 -1
宋都股份 -28.48 378.03 -1.65 -2
信质电机 -12.28 428.95 -1.58 -2
华宏科技 -2.32 422.69 -1.41 -1
金亚科技 -14.55 432.9 -1.4 -1
华贸物流 -16.6 374.1 -1.37 -3
神农大丰 -19.47 317.21 -1.34 -1
黑牛食品 -21.63 312.96 -1.24 -2

氨基甲酸乙酯，英文缩写是EC ，国
际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致癌的2A级，属于

“ 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即并不是被
确定绝对的致癌物质。

据中国酿 酒 工 业 协 会 黄 酒 分 会 秘
书长沈振昌介绍，氨基甲酸乙酯是黄酒
胎里带来的。沈振昌说，EC是自然发酵

产生的，不是人为添加的。国家黄酒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也证实，不光是黄
酒，食物在发酵过程或存储过程中都会
产生氨基甲酸乙酯。而这种物质是否致
癌，沈振昌说，即使是国际卫生组织到
目前也没有权威的医学研究证实这个
结论。

“ 可能致癌”的氨基甲酸乙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