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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一直饱受质疑的青
海春天昨天盘后发布澄清公告，
称公司借壳前业绩及上半年业
绩均真实准确。

青海春天前身是贤成矿业，
贤成矿业去年宣布与青海春天
进行资产重组，后者实现借壳上
市，今年6月贤成矿业改名青海
春天，青海春天的主要产品为

“极草·5X”品牌的系列冬虫夏草
纯粉片。

在资产重组期间，青海春天
的产品就曾受到市场的质疑。

去年年底贤成矿业公告，针
对近一段时间网络媒体对青海
春天的质疑，借壳方青海春天发
布《郑重声明》，公司极草牌冬虫
夏草纯粉片自上市以来，始终承
诺极草牌冬虫夏草纯粉片均为
100％纯冬虫夏草，如有不实，愿
承担消费者购买产品价格的百
倍赔偿。

而后又因为青海春天生产
的冬虫夏草纯粉片未检出虫草
素再被质疑，当时公司方面邀请
了青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研究员卢挺来做解释，卢挺称，
1951年德国科学家从蛹虫草中
分离提纯出一种晶体，命名为虫
草素。虫草素的来源主要有两
个，从蛹虫草中提取或化学合
成。野生冬虫夏草中含有虫草
素，但含量极低，因样品的制备
和前处理方法差异以及检测条
件和检测技术的局限不易测出。

借壳上市成功后，近期又有
媒体对青海春天借壳前的业绩、
客户情况、营业收入和公司
2015 年上半年的业绩、毛利率
等事项提出的疑问。

对此，昨天青海春天表示，
2015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
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分
别 下 降 了 49.7% 、69.91% 和
67.55%，对于业绩下降的原因，
公司已在半年报中进行了说
明。其强调，公司半年报已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生产经营情况。

翻查青海春天的半年报，对
于业绩下滑情况，青海春天解释
是，由于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大
环境处于持续下行趋势，社会消
费力水平、购买力水平相比
2014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以及
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完成
后，在产品营销方面进行了部分
调整以更符合未来市场的需求，
因此该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整
体业绩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的

情况。
青海春天还称，在产品毛

利率和销售模式的问题上，青
海春天主要产品为“极草·5X”
品牌的系列冬虫夏草纯粉片，
而不是单纯的冬虫夏草原草销
售，因此该产品的毛利率不能
与一些企业冬虫夏草原草的销
售毛利率相比。

此外，媒体文章统计“青海
春天2011年-2014年的合计净
利润10.09亿元，但经营性现金
流净额仅1.67亿元”并认为“其
业绩的真实含金量不敢恭维”，
青海春天解释，主要是2014年
公司下半年开始大规模收购生
产原料冬虫夏草，从申报期
2014年1-6月的合并现金流量
表中可以看出，该期公司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7.8亿
元，而到2014年末时，合并现金
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为18.23亿元，现金流
出了10.43亿元，因此导致累计
现金流净额较少。

青海春天屡屡受到质疑
昨再发澄清公告称业绩真实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昨日，在第34届亚
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中国杭州
获得2022年亚运会主办权。受
此消息提振，昨日，杭州本地股及
体育概念股在下午开盘后出现快
速拉升。截至昨日收盘，滨江集
团涨、莱茵体育涨幅均逾6%、杭钢
股份上涨5.63%，道博股份涨停。

申万宏源的研报指出，亚运
会落户杭州，将催热体育、地产、
商贸板块的行情走势。参照
2010 年 11 月举办的广州亚运
会，2004年7月1日广州获得举
办权，以中体产业为代表的多个
直接受益标的在事件前后涨幅
呈现出高弹性。

申万宏源同时表示，杭州亚
运会，相关标的有限，这有利于
短期集中分别发力。其中，莱茵
体育和滨江集团分别是体育概
念龙头和杭州概念龙头股，标的
辨识度强。莱茵体育是体育方
面最直接收益标的、杭州市唯一
纯正体育公司，或与杭州亚运会
深度合作。公司围绕“国际化、
互联网化、市场化、证券化”打造
体育业务，截至目前公司已有体
育布局包括：在澳门成立体育赛
事传播公司、设立横琴体育产业
交易中心、运动世界进军体育互

联网+、收购亚洲职业篮球有限
公司、主办杭州拳王争霸赛等。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日前公布的
信息显示，9月11日，包括泽熙
投资、兴业证券等逾40家机构
集体调研了莱茵体育。

滨江集团则是房地产基础
建设杭州龙头企业，公司有望直

接受益于亚运会周边地区地段
价值提升。滨江集团引入硅谷
天堂助力互联网+产业转型、联
手平安不动产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夯实杭州市场、同时拓展国
际市场。此外，流通市值占总市
值方面，莱茵体育73.1%，滨江集
团85.3%，弹性指标表现良好。

杭州获2022年亚运会主办权

基建板块和体育概念股齐拉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往年罕见的半年度
高送转方案正在一波波来袭，昨
晚又有数家公司宣布实施中期
高送转方案，而且均在中秋佳节
完成。

昨晚，华铭智能发布2015
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
告显示，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6888.00万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
转 增 10 股 ，共 计 转 增 股 本
6888.00万股，转增股本后公司
总股本将增加至1.38亿股。此
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
年 9 月 2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年9月23日。

徐工机械昨晚也公告，公司
拟实施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公司2015年6月30日股份总数
23.61亿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合计转增 47.23 亿股，本次
权益分派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

分红。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将增加至 70.84 亿股。此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9
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
9月23日。

腾信股份的公告显示，分配
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8亿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转增
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28亿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3.84 亿股。
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年 9月 23日，除权除息日
为2015年9月24日。

铜陵有色昨日晚间公告，公
司拟实施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8.24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 股送红股5 股，派0.60 元
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此
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95.61亿股。此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为2015年 9月23日，除
权除息日为2015年9月24日。

腾信股份等四家公司
中秋节前实施高送转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晚，宋城演艺和
桂林旅游双双公告，将共同投资
设立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
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5亿元
人民币。

宋城演艺昨日晚间发布公
告，为加快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
革试验区和桂林国家现代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建设，推动
阳朔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充分利
用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在旅游文化演艺领域积累的丰
富运作经验以及核心竞争优势，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拟与桂
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
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
为准，以下简称“漓江公司”）。

桂林旅游公告称，漓江千古
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亿元人民币，由桂林旅游与宋
城演艺以现金认缴各自出资，其
中桂林旅游出资6000万元，持

股比例 30%；宋城演艺出资额
1.4亿元，持股比例70%。未来
桂林旅游与宋城演艺将分别设
立核心骨干员工持股平台，通过
增资或股权转让方式确保双方
各自持股平台的持股比例分别
达到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
有限公司的10%。漓江千古情
项目总投资规模约5亿元，项目
地点阳朔县阳朔镇骥马村，项目
用地约160亩，主要建设内容：
剧场、演艺、文化旅游、商业及生
活配套设施等。

宋城演艺同时公告，为进一
步拓展宋城演艺旅游休闲事业版
图，积极整合城市周边旅游资源，
抓住现代休闲旅游发展潮流趋
势，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拟以
自有资金出资1.2亿元成立全资
子公司浙江宋城龙泉山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简称“龙泉山公司”，暂
命名，具体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
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在浙江省
龙泉山景区投资龙泉山景区二期
旅游开发配套设施项目。

宋城演艺牵手桂林旅游
5亿元打造“漓江千古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秘书长范恒山说，根据我国“十
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到今年年底，我国节能环保产业
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这不仅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
础和技术产业支撑，同时将为经
济发展作出贡献。在15日开幕

的第六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
态城市论坛上，范恒山建议，在
绿色生产方面，当前应构建科技
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的产业结构，引导绿色设计、
生产绿色产品、发展绿色产业、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绿
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据新华社电

节能环保产业产值
今年将达4.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