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光线传媒
昨天发布了影片《 人再囧途之泰囧》的票
房公告，经初步不完全统计，该片上映12
天票房达到约6.9亿元，截至12月23日预计
为公司带来票房分账收入约2.62亿元，券
商为此纷纷调高公司盈利预期。

国泰君安研究所在昨天稍早发表研
报称，影片《 泰囧》持续超预期表现，公司
股价则在三周内累计超过30%；一部原本
总投资不超过4000万元，票房只要达到1.5
亿元即可收回成本的小制作影片《 泰囧》
22号已经票房突破6.0亿元，超出了前期市
场的一致总票房预期。

国泰君安研究人员估计排片率将不
降反升，未来一到二周内会形成《 泰囧》、

《 十二生肖》 双寡头的良性竞争格局，预

测票房将突破10.0亿元，按此测算，将增厚
公司净利润2.3亿元，对应EPS为0.95元，考
虑 到 公 司 的 业 绩 平 滑 诉 求 ， 上 调
2012-2013年EPS至1.30元、1.50元，根据
2013年25倍PE测算，目标价调整至37.5元，
并建议继续增持。

申银万国昨天发布的7亿元最终票房
收入则稍显保守，但仍明显高于其原本2
亿元的预期。研究院认为《 泰囧》有望为
公司12年度贡献0.6至1亿元的净利润,对
应全面摊薄EPS0.25至0.41元,相当于原有
12年盈利预测的25.5%至41.8%。因此，申
银万国上调光线传媒的盈利预测，重申

“ 增持”评级,并将6个月目标价定位为35
元。光线传媒昨天一度涨幅达7.31%，收盘
报25.9元，涨1.81%。

网友列“ 塑化剂”超标嫌疑范围
调味品上市公司：自己躺着也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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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个股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日，四川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2012年
上半年全省抽验的不合格药品核查结
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份不合格名单
中，包括了云南白药、华润三九等知名上
市药企。

昨日晚间，云南白药率先就此事件发
表相关公告，公司称，四川省泸州市药检
所在泸州市场抽检公司产品云南白药胶
囊（ 批号：20110213；规格：0.25g*16粒），
抽检结果为水分项不合格。

云南白药表示，公司在获知上述事
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已经组织相关人员
对该批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销售、流
通全过程进行梳理、审核、检验、分析排
查等全方位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对该批
产品的生产及检验记录进行核查，生产
记录显示生产过程完全按公司操作规程
进行，符合药品GMP管理的要求，出厂产
品检验符合质量标准。此外，公司还对该
批次云南白药胶囊的留样以及从市场上
购入同一批次云南白药胶囊进行严格检
测，显示结果均符合标准要求。之后，公
司又对该产品的包装设计及自上市以来

的历史记录进行排查，云南白药胶囊的
包装为具有较强隔离效果的双面铝塑铝
密封包装，因此，未出现过水分不合格的
质量问题。

对此，云南白药认为，该批次产品水
分不合格极有可能是因为流通环节的
运输、储存、保管过程中受到外界物理
或极端环境影响所致。云南白药称，本
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公司对发往该
区域的该批次产品，已进行召回工作。
该批次产品共生产199件，涉及金额为
135万元，占公司销售收入比重极小。数
据显示，云南白药2011年全年销售收入
为113亿元。

此外，云南白药在公告中还表示，未
来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新版GMP的要求进
行管理，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而从云南白药昨日的股价表现来看，其并
未受到胶囊水分超标事件的影响，截至昨
日收盘时，云南白药收报64.69元，上涨
1.11%。

不过，此次被四川省药监局同时公布
不合格药品名单的华润三九，华润三九昨
日收报23.30元，上涨2.10%。

网传调味品也含“ 塑化剂”
投资者忧心忡忡

继饮料塑化剂超标、白酒塑化剂超标
后，调味品行业也被卷入了“ 塑化剂”风
波中。近日，网上有关调味品塑化剂超标
的帖子比比皆是，“ 新的暴风雨又要来了
吗？调味品行业被爆塑化剂超标达百倍，
岂不是又有一批上市公司公司要跟着遭
殃了。”在股吧中，投资者们显得有些忧心
忡忡。

那么，调味品行业是否会如同此前
的白酒行业一样，因塑化剂风波的影响
而使股价受到重挫？为此，记者昨日致电
多家调味业上市公司，而从公司方面的
回复来看，其均表示投资者的担心有些
多虑了。

百润股份自身有检测设备
香精香料不含塑化剂

作为调味品行业中唯一的香精香料
上市企业，百润股份近日也被“ 塑化剂”
风波缠身。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百润
股份的证券事务代表耿涛则明确表示，在
去年饮料塑化剂事件曝光以来，行业内已
进行过一次整理，不规范的公司早已关
闭，“ 我们公司对生产香精香料一直严格
把控，而且公司本身就有检测塑化剂的相
关设备，会对公司生产出的产品做检测，
到目前为止，公司所生产的香精香料中不
含塑化剂。”

产品包装主要为玻璃
送检未发现塑化剂

加加食品和恒顺醋业的工作人员均
表示，自今年11月曝光酒鬼酒塑化剂风波
以来，公司已将生产的酱油、醋等产品陆
续送样检测，截至目前，公司并未发现生
产的产品有塑化剂超标的现象。加加食品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调味品生产设
备设施（ 容器、管道、灌装线等）采用食品
级不锈钢材质，产品包装主要为玻璃瓶，“

而以番茄酱为主营业务的中粮屯河，
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公司的产品属于
纯天然，且不添加香精香料，“ 此前，集团
公司对番茄酱产品进行了塑化剂抽检时，
也未检测出塑化剂超标。”此外，作为调味
品“ 美味鲜”的生产厂家，中炬高新也明
确表示，公司所有的原料均为合法的食品
添加剂。

上市公司虽出面辟谣
但昨日股价仍现微跌

虽然包括加加食品、恒顺醋业、中粮
屯河在内的多家调味类上市公司辟谣称
并未牵涉塑化剂事件，但从昨日的股价表
现来看，其逆势下跌的走势难免令投资者
感到揪心。截至昨日收盘时，恒顺醋业收
报14.87元，下跌1.46%；加加食品、中粮屯
河和中炬高新的下跌幅则分别为0.85%、
0.78%和0.68%，收盘分别报19.85元、5.12
元和4.37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昨天两
市指数震荡，汽车类股依旧表现强势，其
中亚夏汽车涨停报收，一汽轿车、国机汽
车、一汽夏利等涨幅超过5%，龙虎榜显
示一汽夏利的买卖席位上分别出现了多
家机构。

汽车类股票近期整体表现活跃，日前
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将为汽车工业增添动力，这一动力
来源于城镇化加快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
而带来的消费能力提升，城镇化加快有望
成为汽车消费增长动力，昨天汽车类股再
次大放异彩。

其中一汽轿车昨天以7.88元平开后稳
步走高，截至11点10分涨幅达5.71%，之后
涨速加快。11点22分左右成交量突然放大

并封上涨停，可惜的是涨停只持续到午后
13点42分左右就打开出现回落，最终收盘
时报8.58元，涨幅为8.88%。

截至昨天，一汽轿车的12月份累计涨
幅已经达到46.2%，16个交易日中只出现
了3根阴线，股价则从11月30日收盘时的
5.87元一路冲到昨天的8.58元。

昨天晚间龙虎榜显示，一汽轿车全天
成交4139万股，较前一交易日放大了近两
倍，成交额达3.48亿元，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五名合计买入8759.90万元，卖出金额最大
的前五名共卖出9509.06万元，净 卖 出
749.17万元。其中买方席位上出现了两家
机构，分别买入2950.78万元、1404.81万
元，卖方则出现三家机构分别卖出5818.03
万元、725.72万元和671.25万元。

如今，白酒业
塑化剂超标的余波
已波及到多家调味
品上市公司。其中，
包括加加食品、百
润股份、恒顺醋业
等上市企业，均被
网友列入了塑化剂
超标的“ 嫌疑”范
围内。不过，昨日多
家调味上市公司纷
纷表示，公司的产
品并不含塑化剂，
投资者应理性对待
塑化剂事件。

本报记者 陈颖婕

《 泰囧》12天票房近7亿元
光线传媒盈利预期上调

余儒文 绘

云南白药胶囊水分不合格
公司称流通所致已在召回

》龙虎榜

汽车股整体强劲
多家机构现身一汽轿车买卖

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买卖气

光一科技 20.34 17.57 6.47 1
百洋股份 10.80 12.19 4.48 1
亚夏汽车 31.83 12.14 4.47 1
百川股份 27.28 11.36 4.18 1
齐星铁塔 23.00 11.11 4.09 1
永高股份 17.93 10.86 4.00 1
天泽信息 44.47 10.69 3.93 1
长亮科技 10.01 10.69 3.93 1
奥马电器 19.77 10.01 3.68 1
大湖股份 32.28 465.65 3.41 7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达刚路机 -12.90 468.91 -4.44 -1
明星电缆 -14.75 393.69 -2.32 -1
新研股份 -19.27 453.39 -2.07 -2
*ST美利 -38.05 434.95 -1.88 -1
鸿特精密 -23.02 332.31 -1.77 -1
银信科技 -11.37 378.09 -1.77 -1
中海科技 -11.19 344.51 -1.76 -3
兴源过滤 -15.66 334.96 -1.64 -2
国瓷材料 -12.06 439.42 -1.63 -1
仁智油服 -14.80 381.72 -1.59 -1

数据来源：钱龙黄金眼》主力持仓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