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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ST酒鬼今年前三季度实
现净利润6101.33万元，同比增
长180.25%。值得一提的是，*ST
酒鬼此前停牌四个多月，当时的
公告显示，公司在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不过，就在上月
22日，*ST酒鬼发布公告表示，
基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白酒行
业发展情况，本次交易各方认
为现阶段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条件尚不成熟，公司决定终止
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与*ST酒鬼一样，在前三季
大丰收的还有*ST水井。公司

今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增幅分别高达 122.42%和
150.60%。公司表示，本期业绩
预盈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继续
坚持改革创新方向，不断丰富水
井坊产品体系。另一方面，公司

“中秋”期间销售情况较为良好，
其核心产品销售理想，与去年同
期相比有显著增长。

而作为白酒龙头企业的贵
州茅台和洋河股份三季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小幅增
长。贵州茅台与洋河股份今年1
至9月分别实现114.25亿元和

44.61亿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6.84%和12.01%。

虽然两家白酒龙头企业前
三季业绩均出现增长，但业内
分析师认为，白酒行业处于深
度调整期，特别是宏观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行业复苏痕迹并
不明显。今年三季度两家公司
的收入、利润同比增速较上半
年放缓，建议投资者更多关注
公司国企改革的机会。

此外，白酒二线品牌的老白
干酒、泸州老窖、古井贡酒今年
前三季净利润也同比出现微增。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期，光明集团对
旗下上市公司扶持动作频繁。
上月25日，光明乳业发布公告
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光明集团
的通知，其计划在未来12个月
内（自首次增持日起算）通过上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光明乳业
股份，增持比例不超过光明乳业
已发行总股本的2%，并承诺在
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光明乳业股份。
光明集团对此称，此举是基于对
光明乳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及价
值判断而作出的。

此外，上海梅林也宣布拟收
购海外牛羊肉资源。光明集团
表示，其已建立了清晰的国际化
战略，上海梅林作为光明集团下
属的唯一肉类专业平台，是专业

化的肉类食品生产分销上市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就是在
贯彻光明食品集团的国际化战
略。上海梅林若能顺利完成本
次海外收购，将成为中国最大
的牛羊肉综合产业集团，营业
收入有望高达 250 亿至 300 亿
元人民币。

业内券商分析表示，对于目
前正处于国企改革的光明集团
而言，旗下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
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对于光明集团旗下非上市
公司业务，也在加速进程中。其
中，光明米业自7月成为上海良
友（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以来，
发挥融入良友的整合效应，良友
光明米业已于近日推出了“海丰
优质大米”。据悉，海丰优质大
米产自江苏大丰海丰农场，通过
了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

农场”的认证，是上海优质农产
品的保障基地。该款产品多次
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名
牌产品、绿色食品、全国首家大
米农垦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企业、
上海市场连续14年畅销金品。

记者了解到，光明米业将以
每天200余吨的供应量，逐步在
农工商、欧尚、乐购、易初莲花、
迪亚、家得利、世纪联华、联华、
永辉、大润发、麦德龙、吉买盛、
易买得等各大超市发售光明米
业晶润香、崇明农场大米、海丰
优质大米、北国珍禾等新大米，
供应上海市民。

此外，光明米业大米也连续
4年荣获上海市畅销金品奖，荣
获了“全国十佳大米品牌”、“中
国十佳粮油集团”等荣誉称号，
光明米业还被审定为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10月26日停牌的
掌趣科技，周二晚间发布公告，
公司拟以5100万元投资北京大
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该公
司拥有匪我思存、顾漫、唐家三
少等多位当红作家授权。

其中，掌趣科技以100万元
的转让价格受让大神圈原股东
持有的公司2%的股权，5000万
元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投
资。交易完成后，掌趣科技持
有大神圈15.14%的股权。

截至2015年 9月30日，大
神圈净资产 340.35 万元，净利

润-89.65万元。掌趣科技表示，
本次参与投资大神圈，目的在于
IP战略布局和影视领域的发展。

公司称，大神圈拥有匪我思
存、顾漫、唐家三少和江南等多
位当红作家授权，在玄幻、都市
情感、历史等文学IP版块占据领
导地位。通过投资大神圈，公司
可以获得精品IP的游戏改编权、
发行权以及影视投资等权利，有
助于加强公司核心业务的竞争
力，发挥公司在游戏、影视、动
漫、文学等领域的协同效应。未
来公司还将通过与大神圈持续
合作获得优质IP资源。

掌趣科技今日复牌。

近七成白酒类上市公司前三季净利润实现增长

白酒行业复苏迹象并不明显
东方财富网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近七成白
酒上市公司三季报净利
润实现不同幅度增长。
二线白酒企业1至 9月
业绩出现分化。业内分
析师表示，白酒行业仍处
于深度调整期，尤其是宏
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行
业复苏痕迹并不明显。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同样身为白酒龙头企业的
五粮液，今年三季报并未晒出
靓丽的“成绩单”。数据显示，
五粮液今年1至9月实现净利
润46.03亿元，同比下滑2.22%。

翻看五粮液此前的业绩报
告，公司自2013年三季度以来，
净利润持续处于同比下滑状
态。业内分析师对此表示，五
粮液管理层在今年二季度控制
了发货量，导致短期销售下
降。此外，由于公司前期进行

价格上调，利润率较高的高端
产品会推动毛利率小幅改善，
但并不足以扭转业绩同比下降
的趋势。

除此之外，沱牌舍得、青青
稞酒今年1至9月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均双双下滑。其中，沱牌舍
得前三季营收及净利润同比下
降 幅 度 分 别 为 20.69% 和
34.95%。值得注意的是，沱牌舍
得在今年前三季度，仅政府补助
就高达188.72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3.22万元，
同比下滑幅度高达87.92%。业
内分析师表示，随着公司营收和
净利润持续大幅下滑，沱牌舍得
已经濒临亏损边缘。

青青稞酒发布的三季报数
据则显示，今年1至9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9亿元，同比下
降13.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980万元，同比下
降48.61%。

两*ST酒企三季度净利增逾150%

五粮液持续两年净利同比下滑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雅致股份11月3
日晚间公告，11月4日，公司证
券简称将由“雅致股份”变更为

“南山控股”。公司证券代码维
持不变，仍为“002314”。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已经完成，公司主营业务由

之前主营集成房屋业务变为以
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主的多元化
发展，且房地产开发收入将成
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为更
好地适应上市公司的发展需
要，公司名称由“雅致集成房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中科招商旗下的举
牌先锋中科汇通再度出手。

昨日晚间，海联讯公告，中
科汇通11月2日与公司第二大
股东孔飙、第三大股东邢文飚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科汇通出
资 4.96 亿元收购孔飙、邢文飚
持有的海联讯 2756 万股的股
份，占海联讯总股本的20.57%。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中科汇通
将变更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前，中科汇通
持有公司 903.45 万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6.74%，为公司第
四大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后，中
科 汇 通 将 合 计 持 有 海 联 讯

3659.45万股股份，占海联讯总
股本的 27.31%，为海联讯第一
大股东。本次股份转让前，章锋
持有海联讯3653.47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7.26%，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公告称，中科汇通认可并
看好海联讯的业务发展模式及
未来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此次股
权增持，长期持有海联讯股份，
充分利用好资本市场的有利条
件，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力图进
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能
力，保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
次权益变动后，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海联讯股份
的可能。经公司申请，公司于
11月4日复牌。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晚间依米康
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孙屹峥、张菀于11月2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
对孙屹峥、张菀超比例减持未
及时披露及在限制转让期限内
减持“依米康”的转让行为分别
予以警告；对孙屹峥、张菀超比
例减持未及时披露行为处以40
万元罚款，对孙屹峥、张菀在限
制转让期限内的减持行为处以
50万元罚款，合计罚款90万元。

2015年2月12日，孙屹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依
米康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85万
股，占总股本的3.3244%。2月
13日孙屹峥和张菀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
式减持所持有的依米康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共计335万股，占总
股本的 1.9037%。2 月 12 日和
13日，孙屹峥和张菀以大宗交
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依
米康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920万股，占“依米康”总股本的
5.228%。

光明集团近期扶持上市公司动作频繁

掌趣科技拟入股大神圈

依米康实控人被罚90万

雅致股份更名南山控股

中科汇通成海联讯最大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