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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国金证券昨天发布

了1 0转1 0的高送转预案，然而

股价高开低走，仅以0.25%的涨

幅报收于1 9.92元。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于201 4年6月30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长沙九芝堂（ 集团）有

限公司提交的关于201 4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鉴于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业绩稳

步增长，公司资本公积金充足，

公司控股股东九芝堂集团提议

公司201 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以截止到201 4年6月30日

公司总股本1 2.94亿股为基数，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

股东每1 0股转增1 0股，共计转

增1 2.94亿股。

业绩显示，国金证券去年实

现营业收入1 5.47亿元，净利润

3.1 7亿元；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6.66亿元，同比增长97.29%，

净 利 润 2.1 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29.25%。拟于8月1 4披露半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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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 报 讯 昨 天 ，ST 成 城

（ 600247）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公司A股股票简称由“ ST成

城”变更为“ *ST成城”。至此，A

股市场戴星ST股达到了38家。

今年已过去一半，留给暂停

退市边缘的*ST股时间已经不

多 ， 而 近 期 *ST股 确 实 也 很

“ 忙”，动作颇多。

停牌两月之后的*ST昌九，

昨天公布了止亏保壳方案，在将

相关闲置、亏损资产剥离后，*ST

昌九未来的经营发展重心将集

中在丙烯酰胺产业。不过，市场

对其盈利前景仍存疑虑，昨天复

牌股价一字跌停。

*ST民和昨天也公告称获得

900万元财政补贴，用于对公司

父母代种禽进行补助，扶持家禽

业稳定发展。

*ST民和表示，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补助资金

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

201 4年度当期损益。该补助资金

将对公司201 4年度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仍 在停牌中的*ST贤 成 昨

天也发布了关于《 重整计划》中

让渡方案实施的公告，缩股后，

*ST贤成总股本由1 6.01 亿股，缩

减为1 .99亿股，成为一个典型的

小盘股，且股权非常分散。其股

东承诺1 2个月不减持或为重组

铺路。

*ST商城近期也披露了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向关联方茂业商

厦 出 售 其 所 持 有 的 辽 宁 物 流

99.94%股权、安立置业1 00%股

权，辽宁物流股权预计转让价为

29550万元，安立置业预计转让

价格为41 40万元。券商的研报认

为，剥离房地产业务更专注于主

业，控股股东此举为公司保壳意

图明显。

相对乐观的是*ST中富董事

长陈志俊，称从201 4年4、5月份

的经营情况来看，*ST中富基本

面情况呈现进一步好转的趋势，

尤其随着饮料消费旺季的到来，

公司二季度营业利润有望转正。

为弥补原有客户订单下降的局

面，公司正积极开拓新客户，新

拓展的客户包括恒大冰泉等。

*ST中富董事长陈志俊表示公司

已度过最困难时期。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朗玛信息昨天连续

第三个交易日“ 一”字涨停，股

价报70.54元，总市值达到75亿

元。公司本次拟以22倍的溢价，

6.5亿元的价格收购启生信息，

从而进军健康服务业。

停牌两个多月的朗玛信息

日前公告，拟向广州启生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全部股东购买该公

司的1 00%股权，作价6.5亿元，其

中，现金对价为3.1 7亿元，股份

对价为3.33亿元，价格定为56.91

元/股。

资料显示，启生信息是国内

较早一批进入医疗健康服务领

域的互联网企业，主要通过互

联网（ 含移动互联网）、移动通

信网，向广大用户提供医疗健

康信息服务。其自主运营的39

健康网现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

的健康门户，39健康网通过互联

网平台整合健康资讯，传播健

康理念，并提供预约挂号、分诊

导医、在线咨询等医疗健康信

息服务，进而开展互联网广告

业务服务形成启生信息主要收

入来源。

去年，启生信息共实现营业

收入1 .0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3070万元，而交易对方承

诺启生信息201 4 年度、201 5年

度、201 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数将分别不低于4500万元、

5500万元、6500万元。

而朗玛信息自设立以来始

终主营社区性语音增值业务，通

过本次收购，在当前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领域激烈竞争的行业

背景下，朗玛信息通过进入竞争

相对缓和的互联网健康门户，实

现了错位发展。

近期多只概念股走势抢眼
从往年经验来看，暑期的来

临将带动国内旅游业的升温。由

此，A股市场也将有望迎来一波

可观的旅游板块热潮。业内分析

师指出，在旅游消费构成上，中

国休闲旅游占整个旅游的比重

仅为20%左右，远低于旅游发达

国家50%左右的比重。201 3年受

宏观经济下滑及三公消费受限

的影响，旅行社和景区景气度指

数出现下滑，但面向大众休闲度

假市场的旅游企业却仍保持收

入的快速增长。其中，中青旅休

闲度假旅游业务的营业收入同

比实现了29%的逆势增长。

华泰证券的分析师认为，目

前国内休闲游呈现出较大的个

体差异性，其中，休闲度假和主

题公园相对成熟，且具备良好成

长空间的模式。从商业模式入

手，A股市场具备转型可能性的

企业标的分别有中青旅、宋城股

份、丽江旅游和云南旅游等。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昨日

包括中国国旅、九龙山、西藏旅

游、中青旅、曲江文旅、宋城演艺

等多只旅游概念股均以阳线报

收。再从近期股价走势来看，已

有逾7只旅游概念股在近期走出

了一波不错的小阳线，股价走势

较为抢眼。其中包括西藏旅游、

中青旅、曲江文旅、丽江旅游、西

安旅游、桂林旅游、国旅联合在

内的多只板块个股。

峨眉山“ 临停”或影响业绩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有关

峨眉山部分景区关闭的消息甚

嚣尘上。记者查阅了峨眉山官方

微博，其于6月28日发布微博称，

因进入汛期，峨眉山景区存在山

体滑坡、塌方等地质隐患，为集

中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确保广大

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决定从28日

1 3 时起暂 时 停 止 对 外 接 待 游

客，开放时间另行通告。

时隔一日，峨眉山官方微博

再度发布微博称，经连夜排查整

治，目前峨眉山景区公路主干线

两侧地质隐患已清除，决定从

201 4 年6月29日上午7：00起报

国、黄湾、龙洞、金顶片区恢复接

待游客，所有游客享受门票半价

优惠。

不过，由于近期网络上流传

着一组关于峨眉山当地村民手

举维权大牌声称要峨眉山景区

管委会还村民林权证，因此也有

人认为，峨眉山此次暂停关闭与

村民维权有关。

因此，有投资者认为，此次

关停部分景区或将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峨眉山的业绩表现。但从

股价表现来看，峨眉山本周并未

受到该事件的影响，股价表现较

为平稳，昨日收报1 8.25元/股，

全天微跌0.92%。

券商看好中青旅和丽江旅游
华泰证券在研报中推荐相

关个股包括中青旅、丽江旅游和

金陵饭店。其认为，中青旅旗下

的乌镇景区是目前国内最成熟

的休闲度假景区之一，其模式符

合现阶段业内观光游向休闲度

假游升级的趋势，景区盈利不再

单纯依赖门票收入，未来增长潜

力较大。异地复制项目古北水镇

的试运营，使得公司的成长空间

相应打开。此外，进一步考虑到遨

游网对公司线上销售渠道的拓

展，使其兼具休闲游和在线旅游

两大行业趋势性概念，长期亮点

颇多，维持公司“ 增持”评级，建

议投资者可长期关注，逢低配置。

对于丽江旅游，华泰证券认

为，通过投资香格里拉香巴拉月

光城项目，建设以藏文化为主的

五星级酒店及藏文化风情体验

区，项目建成之后将形成一个统

一的“ 吃、喝、玩、购”大型商业

旅游步行街，延长游客在景区的

停留时间，完成观光游向休闲度

假 游 的 转 型 升 级 。 预 计 公 司

201 3 至 201 5 年 EPS 为 0.72、0.79

和0.90元/股，对应PE分别为1 9、

1 7和1 5倍，处于历史较低的估

值水平上，维持“ 增持”评级。

华泰证券还认为，金陵饭店

的天泉湖养生养老机构，作为度

假休闲景区的尝试性模式之一，

未来有望受益国内巨大的养老

潜在市场，成为盈利的重要增长

点。考虑到公司亚太商务楼开业

在即，天泉湖养生养老项目看点

十足，维持“ 增持”评级。

暑期来临催热旅游板块概念股
随着一年一度的暑期来临，国内旅游市场也将随之升温，这也使得A股

旅游板块有望沐浴暖风。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包括西藏旅游、西安旅游等
多只个股已经拉出一波不错的K线组合。业内分析师则较看好中青旅、丽江
旅游、金陵饭店等相关旅游概念股的未来走势表现。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戴星S T股达到了38家

*ST公司最近“ 忙”保壳

收购39健康网 朗玛迎三涨停

国金证券拟10转10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证监会在官

网发布首发在审企业审核状态

变动概况。截至201 4年7月1 日，

中国证监会受理且预披露首发

企业637家，其中，已过会40家，

未过会597家。

在未过会的597家企业中，

属于正常审核状态企业8家，中

止审查企业589家，其中：568家

企业因财务资料过有效期目前

暂时中止审查，待发行人补报财

务资料后按程序恢复排队审核；

1 1 家因中介机构及相关签字人

员发生变更等目前暂时中止审

查，待中介机构及相关签字人员

变更完成后按程序恢复排队审

核；1 0家企业因中介机构存在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执业行为

受限的状况而中止审查，此类企

业是否恢复审查取决于其中介

机构执业行为受限的状况何时

解除。

截至目前，本年度首发终止

审查企业1 29家，其中：主动撤

回企业97家，32家首发企业未按

相关规则要求报送预先披露材

料，且申请文件中的财务资料超

过有效期达3个月，被终止审查。

证监会：预披露首发企业已达637家

西藏旅游和西安旅游近期走势抢眼。

券商后市看好中青旅和丽江旅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