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青松股份昨天午间披露，公司

股东柯维新于9月1 6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公司股份469.60万股，套现约3944.64

万元。

因为高送转的缘故，公司股价近期持

续上涨，9月1 5日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青

松股份副董事长选择了一个相对高位进行

了减持。减持后，柯维新仍持有公司股份

400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0.37%。

公告还显示，柯维新自公司上市以来，

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 929.6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00%。昨天成交也放出上市以来

的天量，换手率高达20%。

昨天减持公告发布后，青松股份午后

一度跌停，收盘报8.24元，跌7.31 %。

其实，早在6月1 3日减持消息已经预

告。青松股份当日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柯维龙及其一致行动人柯维新

拟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减

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减持时间是今

年6月1 9日至1 2月1 8日。

在201 3年年报里，青松股份十大流通

股中就出现了知名私募基金泽熙投资的身

影。私募泽熙投资押注高送转股票似乎颇

有心得，青松股份也是其中一只。青松股

份今年一季报显示，泽熙6期和泽熙1 期单

一资金信托，分别以377.74万股和242.09

万股的持股数量，位居青松股份第六、八

大流通股东。到今年中报显示一直持有未

变，只是近期青松股份股价大幅上涨后，

泽熙投资会否退出呢？一切要到三季报才

能知道答案。

股价高送转前大涨，除权后首日

青松股份副董事长套现近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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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 福布斯》中文版在上海

发布“ 中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发布

了A股最大的1 00家上市家族企业及在香港

上市的50家最大的中国内地家族企业两份

榜单。榜单显示居A股最大家族企业第一、第

二位的分别是美的集团、新希望集团。

家族企业过去两年业绩差
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 4年7月31 日，

2528家A股上市公司中，1 043家为国有公

司，1 485家为民营公司，后者占比达58.7%。

通过统计，又将民营企业划分为家族企业

和非家族企业，在统计中共有747家民营上

市的家族企业，占比为50.3%，比去年上升了

0.6个百分点。

福布斯报告显示201 1 -201 3年度民营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1 2.3%，其

中家族企业的表现却很不尽如人意，747家

民营上市家族企业的平均净利润复合增长

率仅为3.2%。福布斯相关人士称这与家族企

业将营业收入转化为利润的盈利能力不足

息息相关。家族企业管理成本高，组织结构

不如非家族企业清晰完善，导致家族企业

尽管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领跑上市企业，

但在各项盈利性指标中后劲不足。

福布斯中文版昨日还发布今年A股最

大的1 00家上市家族企业及在香港上市的

50家最大的中国内地家族企业两份榜单。

其中居A股最大家族企业第一、第二位

的分别是美的集团、新希望集团；居香港上

市的内地最大家族企业第一、第二位的分

别是碧桂园集团、国美电器。而在A股和港

交所均有上市的比亚迪集团在两地排名中

都占据了第三的位置。

“ 富二代”接班表现不俗
福布斯报告显示201 1 —201 3年度，所

有747家上市家族企业中，完成二代接班的

企业有74家，占比9.9%，一、二代交接的步伐

仍在加快。

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二代掌权的家族

企业表现，报告显示二代掌权的企业净利

润以两位数增长，为1 1 .5%，遥遥领先于一

代掌权的企业盈利业绩，其为2.5%。在经历

了去年短期的受挫后，已完成接班的掌权

二代延续了此前一贯的不俗表现，其队伍

的壮大也令出色的表现更具信服力。

职业经理人CEO比例上升
报告显示，在本次调研的747家上市家

族企业中，86%的家族仍牢牢地将股权与经

营权掌握在手，家族核心人同时也是企业

的所有者。类似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偏

离传统父传子的继承模式，将经营大权交

付于外姓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目前约有

1 00家。在中国，大多数的创一代仍更倾向

于传内不传外，抓住一切机会培养自己的

亲生子女作为接班人。

和去年相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

业中由家族成员担任CEO的比例继续下降，

更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了家族企业参与管

理。然而，通过分析得出，管理者为家族成员

的1 60家内地赴港上市家族企业的经营业绩

要普遍好于职业经理人掌管的公司。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9月1 1 日起因股价异动而停

牌核查的绵世股份昨天复牌澄清传闻，

公司股价暴跌8.88%报收于1 2.83元。

此前有报道称，绵世股份投资设立

了名为“ 隆隆网”的P2B网站平台，相关

网站即将上线，引发投资者关注，公司股

价亦连续上涨。

昨天公司在复牌的同时发布澄清公

告称，公司子公司轻舟（ 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于201 4年4月投资设立了控股

子公司北京岩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隆隆网” 为该

公司运营建设中的业务平台。

“ 隆隆网”现阶段主要是拟为轻舟

公司下属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融资服

务，即以轻舟公司业务进行过程中形成

的部分租赁资产收益权为主，为投资人

提供收益权转让及与之相关的各项服

务。截至201 4年7月31 日，轻舟公司总资

产2.42亿元，负债7784.01 万元，净资产

1 .64 亿元，净利润467.41 万元，其下属

融 资 租 赁 业 务 已 签 约 投 放 金 额 约 为

1 .1 3亿元。

绵世股份表示，“ 隆隆网”投资规模

较小，其业务尚处于发展初期，网站仍处

于测试阶段，未投入正式运营，也尚未产

生营业收入和盈利。

绵 世 股 份 上 半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 703.07万元，同比增长1 38.37%；净利润

亏损706.42万元，同比增长59.94%。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继泰亚股份上周宣布终止

与欢瑞世纪的重组之后，熊猫烟花也在

近日披露拟终止对华海时代的收购。而

自预案披露以来，其累计涨幅已达到

1 46.52%。这也成为影视类重组暴涨后的

又一失败案例。

半年后终止收购华海时代
近日停牌的熊猫烟花披露，公司正

在就拟终止201 4年3月1 3日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相关

各方进行沟通，公司拟于近期召开董事

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议案。

熊猫烟花自去年1 2月5日起停牌，直

到今年3月才宣布拟以5.5亿元收购影视

公司华海时代1 00%股权，之后复牌连续4

个交易日涨停。

本次交易如果完成，熊猫烟花将凭

借华海时代进军影视文化行业，一方面

将借助资本和产业优势保持和扩大现有

烟花产业；另一方面将借助资本平台收

购影视文化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提升

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然而，时隔半年，这个美丽的重组方

案最终未能成行。事实上，熊猫烟花对华

海时代的这次收购自预案披露后始终不

太顺遂，公司在预案中没有披露华海时

代未来盈利承诺的情况，而华海时代惊

人的利润增长也遭到了媒体的质疑，有

粉饰业绩之嫌。预案显示，华海时代

201 1 年-201 3年净利润分别为1 1 .97万

元、1 488.57万元和3839.88万元。此外，

熊猫烟花年报遭遇“ 非标”也对此次重

组造成了负面影响。

互联网金融成新“ 救命稻草”
受雾霾天气、政策调整等诸多因素

影响，熊猫烟花固有的烟花业务遭遇了

一定阻碍，也正因此公司筹划了对华海

时代的收购。熊猫烟花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1 .1 亿元，同比下滑1 7.25%，净利润

3044.99万元，同比下滑9.27%。

不过，尽管对华海时代的收购宣告

失败，熊猫烟花却已找到了一条新出路。

熊猫烟花于今年4月初出资1 亿元投资设

立了熊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熊猫

烟花多元化发展的投资管理平台，开展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和财务顾

问等业务。并由熊猫资本设立孙公司银

湖金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开展信

用风险评估与管理、小额贷款行业投资、

小微借款咨询服务与交易促成、借贷信

息咨询和发布等业务。

8月底有报道称，熊猫烟花有望更名

为熊猫金融并将注册地迁往北京，主营

业务随之转型为金融业。对此熊猫烟花

迅速做出回应，否认更名事项，但同时披

露银湖网已经接入货币基金，将在发展

烟花爆竹主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网络金

融等新兴业务。

该消息随后引爆了公司股价的又一

轮暴涨，而有报道称，熊猫烟花将在终止

跨界影视的收购后，加大在银湖网以及

互联网金融业务上的投资。

顺带一提，泰亚股份上周四复牌宣

布终止与影视公司欢瑞世纪的重大重组

事项，之后股价也不降反升，连续4个交

易日报出涨停，直到昨天才有所降温，以

0.64%的跌幅报收于1 3.90元。

时隔半年，“ 影视明星梦”变成“ 金融大亨梦”

熊猫烟花舍弃影视欲直取P2P
福布斯2014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

家族企业过去两年业绩很差

绵世股份称“ 隆隆网”还很弱小

周培骏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