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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个股

明星电力昨两台发电机因洪水停机
公司称损失不计入财务账

“ 由于上游洪水较大，公司上午已经
有两台发电机停止工作了。”昨日，明星电
力证券部的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不
过，明星电力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公司
来说，每年的洪水涨潮期公司发电机一般
都会泄洪停机，这属于正常现象。“ 虽然今
年的暴雨洪水较往年严重，但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停机并没有给公司的经营造成直
接损失，且停机的损失也不被计入公司财
务账中。”

明星电力的工作人员还表示，相对于
上游地区，公司所处的遂宁地区洪水量已
有所缓解，“ 我们也征求过证监会的意见，
他们认为目前的损失金额未达到披露的
要求，所以公司暂不会发布暴雨相关公
告。”

四川路桥、泸州老窖未受洪水影响
经营一切正常

而针对近期四川地区因洪水造成桥
梁坍塌的现象，记者也致电四川路桥证券
部。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坍塌的桥
梁都是早期建造，并非现代化建筑，因此
抗洪能力较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司

下属的桥梁、公路等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此外，曾在去年夏季洪水期间，酒窖

遭遇进水的泸州老窖，今年做好了充分的
防护措施。记者昨日致电泸州老窖，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自从去年窖池进水事
件发生后，公司领导高度重视，“ 我们很早
就做了更完善的防护措施，所以，今年洪
水期间公司经营并未受到影响。”

二级市场表现稳定
警惕建筑企业发布灾害性公告

从近期二级市场的表现来看，四川路
桥、泸州老窖、明星电力等川系上市公司
走势也较为平稳。其中，四川路桥除周一
出现下跌外，后两个交易日均以阳线报
收，昨日，四川路桥的全天涨幅实现了
6.13%，报收于5.54元/股；泸州老窖和明星
电力昨日涨幅也均逾1%，收报23.88元/股
和8.86元/股。

中银国际的分析师认为，从目前的暴
雨洪水发展势态来看，较之前几日已有所
缓解。如果上市公司之前并未因暴雨受到
较大的影响，那么之后经营出现损害的概
率也就大幅降低。“ 因此，投资者不用太过
担忧，不过，投资者也应对建筑类上市企
业时刻关注，一旦公司发布暴雨灾害性公
告，其损失程度可能超过预期。”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去年一场白酒
塑化剂风波至今仍在行业内发酵。继一季
度净利润大降91%之后，昨天酒鬼酒发布
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公司净利再遭“ 滑
铁卢”，预计1至6月净利降幅近九成之多。

昨日，酒鬼酒发布了2013年半年度业
绩预减公告。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00万元至3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7%至89%；公司预
计基本每股收益0.0862至0.1016元/股。

对于业绩下降的原因，酒鬼酒在公告
中表示，受市场因素影响，白酒行业进入调
整期，公司1至6月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

出现大幅下降，导致净利润出现大幅下降。
如同公司业绩的表现，今年以来酒鬼

酒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同样不尽如人意。
1月4日以来，公司股价便一路下滑。今年
年初股价还在34元/股附近徘徊的酒鬼
酒，如今股价仅为16.58元/股，期间该股股
价累计跌幅超过49%。

除此之外，酒鬼酒发布的公告中同时
表示，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曾盛全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酒鬼酒
称，曾盛全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一职。在曾盛全辞职后，将不再在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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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买卖气

奋达科技 20.30 14.15 5.20 1
福建金森 27.37 11.66 4.29 1
三六五网 18.10 11.62 4.28 1
上海新梅 34.24 413.43 3.25 1
新日恒力 27.18 729.60 2.87 26
中文传媒 22.22 404.45 2.84 2
天喻信息 12.95 7.46 2.75 1
陕国投! 29.98 301.22 2.70 1
上海钢联 10.99 6.79 2.50 1
东方电热 23.90 6.60 2.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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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信科技 -24.57 -28.56 -10.51 -1
铁汉生态 -37.78 -13.21 -4.86 -1
麦捷科技 -15.67 -8.25 -3.04 -1
西安旅游 -23.60 378.25 -3.00 -1
三五互联 -10.37 -7.40 -2.72 -1
大康牧业 -17.40 -5.32 -1.96 -1
文峰股份 -35.31 380.84 -1.91 -1
先锋新材 -27.25 -4.13 -1.52 -1
舒泰神 -29.67 -3.88 -1.43 -1
中国玻纤 -25.04 445.07 -1.42 -6

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净利预降近九成 酒鬼酒中报再遭“ 滑铁卢”

余儒文 绘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近期疯涨的东
方财富在昨晚发布了今年的半年报业绩
预告，对比去年以来的公司业绩可以发
现，公司营收、利润都已经出现了趋势性
下滑，而今年二季度管理层似乎仍没能找
到缓解的对策，与公司不断冲高的股价形
成了强烈的落差。

根据昨晚东方财富发布的业绩预告，
今年上半年公司 合 计 亏 损 将 在 1600 万
元—2000万元之间，较一季度时1485万元
的亏损进一步扩大，而去年同期公司实现
盈利4260.04万元。对于亏损原因，公司称
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金融数据服务业务
收入同比出现大幅下降，去年金融数据服
务业务预收收入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确
认的递延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并且公司互
联网广告服务业务收入也出现了一定幅
度下降，导致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是公司继续加大了战略性
投入，进一步加大了新业务、新产品的推

广力度，相关费用开支也相应增加，其中
市场推广费用增幅较大，租赁费、职工薪
酬等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综合东方财富去年以来的定期报告
不难看出，公司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

自去年中报开始，东方财富已经出现
了连续的业绩下滑，之后的几期定期报告
分别同期下滑了27.60%、44.41%、64.72%，
显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而到了今年
一季报时更出现了季度首亏，并且同期下
滑幅度也进一步扩大到了161.49%。

不过依靠创业板大涨以及紧随大热
的“ 余额宝”概念推出活期宝等机会，东
方财富的股价反而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
出现上涨，半年多已经翻了近4倍，期间还
获得了公募基金的举牌增持。

股价的上涨也为公司股东带来了套
现良机，今年3月19日公司上市满3年迎来
全面解禁，而公司上市时持股12.25%的第
二大股东熊向东如今已经几乎套现殆尽。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历时两个月的
万福生科专项补偿基金正式收官。今日
起，该补偿基金将进入清算及审计阶段，
剩余资金将返还平安证券。

万福生科专项补偿基金收官
余额返还平安证券

今年5月11日，平安证券宣布出资3亿
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偿付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因万福生科虚假陈述而遭受的投资
损失，并委托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
日常管理及运作，存续期为两个月。

万福生科专项补偿基金管理人发布
公告称，考虑到绝大部分适格投资者已
经接受补偿、与平安证券达成和解，专项
补偿基金的设立目的已顺利、圆满实现。
因此决定在基金存续期间届满后不再延
长，自2013年7月11日起，基金进入清算
及审计阶段，剩余资金返还平安证券。目
前，已有12000余名万福生科虚假陈述案

适格投资者与平安证券达成和解，至此，
历时两个月的万福生科专项补偿基金正
式收官。

平安证券设两个月后续补偿期
补偿条件相同

作为万福生科专项补偿基金的发起
方，平安证券表示，为最大限度维护投资
者利益，使因各种原因未能在基金存续期
间内获得补偿的适格投资者仍能够获得
补偿，该公司决定设立两个月的后续补偿
期（ 即2013年7月11日至9月11日）。未获
得基金补偿的适格投资者，可以主动联系
平安证券，在提交符合要求的补偿申请材
料并经审核通过后，将获得与专项补偿基
金补偿方案等量的补偿金。

平安证券还表示，此次利益补偿后续
工作将严格按照专项补偿基金确定的补
偿对象、补偿范围、补偿金额计算方法进
行。选择后续接受补偿的适格投资者，将
同样表明与平安证券达成和解。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昨日两市大涨，
稀土永磁板块集体暴涨，晚间龙虎榜显
示，中色股份获得1机构增持。

本月初稀土永磁板块开始启动反弹，
昨日该板块午后大幅飙升，板块内天通股
份、银河磁体、正海磁材、中钢天源、横店
东磁等多达14只个股涨停。其中，中色股
份午后封涨停，成为涨停股列队中的一
员。晚间龙虎榜显示，1机构以3618.82万元
的购入金额位列该股买方首位，占昨日总
成交量的8%，而卖方席位上则未出现机构
身影。

有媒体报道，随着赣州地区打击“ 黑

稀土”行动的深入，稀土价格逐渐止跌企
稳，近几个交易日，稀土价格全线上涨。广
发证券表示，若未来政策核心继续聚焦打
击非法稀土与大集团整合，则稀土价格全
面恢复性上涨是大概率事件。推荐投资者
配置成长型稀土公司盛和资源，考虑到未
来中重稀土品种具备更大上涨空间，因此
建议配置中重稀土标的：五矿稀土、中色
股份，在稀土行业行情中包钢稀土、广晟
有色、厦门钨业也将有所表现。

无独有偶，昨日午后涨停的中科三环
也获1机构净增持，买入金额为4372.53万
元，占昨日总成交量的6.7%。

东方财富发布中报预告
较一季度亏损扩大

》龙虎榜

中色股份获机构增持3619万

万福生科专项补偿基金昨日收官
平安证券设两个月后续补偿期

近日来，四川
多地连降暴雨，并
伴有严重洪灾。对
此不少投资者担
心，包括泸州老
窖、明星电力等多
家川系上市公司，
会否受此次暴雨
影响，公司经营蒙
受损失。
本报记者 陈颖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