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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四个月，复牌一上午

光线传媒也踢出了一个乌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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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又一个的乌龙
昨天复牌的光线传媒盘中

一度涨停，光线传媒推出一系列

投资方案和一连串公告，分别是

投资动画、手游、建影视基地，让

人看得眼花缭乱，不过下午却又

再停牌，称拟披露重大事项。昨

日上午光线传媒大涨9.46%，换

手率达到了16.33%。盘后龙虎榜

显示，卖出的前五位中有4家是

机构。

在早盘交易时间，有股民发

现了光线传媒的一连串公告中

出现了乌龙，在《 北京光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项目用于投资热锋网络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中，在介绍热锋

网络自主研发的首款产品《 我

是火影》时，出现了“ 截至2014

年2月31日，《 我是火影》 的累

计注册玩家超过3000万” 的字

样，而《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

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里

面同样的统计数据，却是“ 截至

2014年2月28日，《 我是火影》

的累计注册玩家超过3000万”。

同一天公告的《 北京光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公告》中，在公告的开始

部分，把投资对象“ 蓝弧文化”

误写成了“ 蓝狐文化”。

昨晚，光线传媒发布最新公

告，6月17日，北京天神互动科

技有限公司参与上市公司科冕

木业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

宜，已经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第26次并购重组

委工作会议有条件通过。本次重

组后，光线传媒及子公司北京光

线影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科冕

木业7.26%股权。光线传媒今天

复牌。

需要想象力的并购
相比于乌龙的数字，光线传

媒昨天公布的一系列投资方案，

也让股民感到“ 需要想象力”。

昨天光线传媒拟收购手游

公司热锋网络，成立于2013年

10月底的这家手游公司，仅仅5

个月的时间，今年一季度末估值

已达到了3.46亿元，光线传媒拟

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出资17646

万元，受让杭州热锋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51%的股权。

可以发挥想象力的只能是，

热锋网络有着较强的爆发力：

2013年度营收1029.62万元，净

利润380.03万元。2014年一季度

营收2045.72万元， 净利润

1278.56万元。

除了手游公司，光线传媒投

资的另一家动画公司，连年亏损

反而得到了溢价估值，这显然需

要的是另一种想象力。

光线传媒以自有资金20840

万元，收购广州蓝弧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投资完

成后，光线传媒将持有蓝弧文化

50.8%的股权。

但是，蓝弧文化2013年净

利润亏损38.58万元，2014年一

季度净利润亏损245.05万元。光

线传媒在公告中称，本次收购标

的资产股权的成交价格较账面

净资产增值较高，净资产5280万

元，估值3.6亿元，增值率

581.71%。公告也承认这笔投资

有着业绩承诺可能无法实现的

风险、市场风险、盗版风险等等。

这家连续亏损的动画公司，

被光线传媒收购后，能否带来业

绩扭转和提升光线传媒的整体

资产质量呢？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新股发行今日重

启，本周将有7个新股进入申购，

市场步入“ 打新”季。

今天率先发行的共有4只新

股，分别是联明股份、龙大肉食、

飞天诚信和雪浪环境。昨天公布

了各自的发行价，平均市盈率低

于20倍，龙大肉食发行价格为

9.79元/股，申购上限为2.15万

股，发行市盈率19.58倍；雪浪环

境发行价格为14.73元/股，申购

上限为8千股，发行市盈率22.17

倍；飞天诚信发行价格为33.13

元/股，申购上限为9千股，市盈

率16.57倍。联明股份发行价格

为9.93元/股，申购上限为8千股，

市盈率13.43倍。龙大肉食、飞天

诚信和雪浪环境将在深交所上

市，而联明股份在上交所上市。

目前市道中，打新依旧是稳

赚不赔的，由于每个中签号对应

股份数为固定，虽然中签概率很

低，但如果中签后，新股上市仍

然有望获利不菲。青年报记者在

查询了各家机构报告后，发现飞

天诚信和雪浪环境是今天建议

重点申购的对象。飞天诚信主营

业务为以身份认证为核心的信

息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公司客户以银行为主。

而雪浪环境以垃圾焚烧烟气综

合治理和灰渣处置、钢铁冶金等

工业行业烟气净化为主业，具有

环保概念。

今天申购新股资金的解冻

时间在下周一，可继续申购下周

发行的一心堂，今世缘和富邦股

份。也有机构看好本周四的依顿

电子，申银万国认为依顿电子技

术水平突出，是苹果PCB供应商

之一，净利润率在同行业可比公

司中都是遥遥领先。周五发行的

莎普爱思主营业务为滴眼液与

大输液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小盘医药股会受到资金关

注，不过周四、周五发行的股票，

申购资金在周一时不能重复使

用。

市场人士认为，在打新的同

时，关注新股所在行业，或有估

值比价效应的股票产生。

因为今天有4只新股发行，

市场上已经提前出现了资金面

紧张的态势，昨天国债回购利

率盘中集体飙升，1天国债回购

利率最高升至5.8%，较前天收

盘大涨了63%，7天、14天的回购

利率最高也达到了6.05%和

5.8%。

今天打新首选飞天诚信和雪浪环境

上海家化否认
有巨额隐藏利润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刚于上

周平息了原总经理王茁罢免事件

的上海家化，这周又不“ 太平”了。

上海家化否认

有巨额隐藏利润
近期风波不断的上海家化，

本周再生事端。而此次事件的

“ 导火索”正是家化前老板葛文

耀。有媒体报道称，在近期的一场

活动中，葛文耀表示上海家化正

处于十字路口，公司在投资领域

还有十几亿元的利润，其中的资

产包括一些酒店、股权等，这些也

是家化的现金奶牛。

公司“ 十几亿元”的利润一

经报道，上海家化不“ 淡定”了，

本周一公司股价因此申请停牌。

很快，上海家化对此作出澄

清，公司表示，有关媒体报道中提

到的公司投资的酒店为三亚家化

旅业有限公司，股权为江阴天江

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其资产情

况已在历年年报中披露。

数据显示，上海家化持有天

江药业23.84%股权。天江药业

2013年实现净利润5.45亿元，贡

献给上海家化的净利润为1.31

亿元，占上海家化净利润的比重

比例为16.47%；上海家化持有三

亚家化旅业有限公司25%股权，其

于2013年实现净利润为3607万

元。上海家化表示，以上数据摘自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公司2013

年度财务报表经普华永道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此番解释，否认了存在隐

藏利润的说法。

葛文耀称家化

正处于十字路口
而葛文耀也在其个人微博中

迅速对事件说明原因。葛文耀强

调，他所说的十几亿利润是在卖

掉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被释放。葛

文耀认为，天江股份因利润增长

很快，上海家化长期持有才会有

这么多溢价，现在他们准备卖了，

一大块利润出来，就如股民长期

持有一个好股票，抛掉才盈利。但

葛文耀同时表示，卖掉这些资产

和股权之后，这些资产所带来的

经常性收益和天江药业今后发展

的红利没有了。

此外，葛文耀还在微博中表

示，低成本、低费用、人心齐的

系统如被破坏，在高度竞争的

行业中，下行也是大概率。“ 有

三四十亿元的现金可投资是优

势，但投坏了反而拖累业绩。”

在微博最后，葛文耀所言的“ 家

化正处于十字路口” 也着实令

投资者回味。

股票简称 申购 网上 申购 申购资 发行 中签号 发行 询价累

代码 发行 上限 金上限 价格 公布日 市盈率 计报价

（ 万股） （ 万股） （ 万元）（ 元） 倍数

联明股份 732006 800 0.8 7.944 9.93 6月23日 13.43 331.65

飞天诚信 300386 946 0.9 29.817 33.13 6月23日 16.57 233.43

雪浪环境 300385 800 0.8 11.784 14.73 6月23日 22.17 306.33

龙大肉食 002726 2159 2.15 21.0485 9.79 6月23日 19.58 190.17

停牌了近4个月的光线传媒昨天复牌，披露

了一系列投资方案，股票复牌大涨，盘中数度触

及涨停，但午后突然停牌，称拟披露重大事项。更

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光线传媒的公告也踢出了一

个乌龙球：“ 今年2月，有31天！”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