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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昨日晚间，天齐锂业、
精华制药双双上调中报业绩。其
中，天齐锂业公告，预计2016年半
年度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在
1657.1%至1730.31%，盈利7.2亿
元至7.5亿元。公司此前在一季
报中预计2016年半年度实现净利
润为6亿元至6.5亿元。

天齐锂业表示，2016年第
二季度，锂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超
过原预计，进而导致毛利额较原
预计数增加。此外，受澳元、美

元等外汇汇率变化的影响及合
理使用套期保值工具导致汇兑
损益较原预计数减少。

无独有偶，今年停牌至今的
精华制药也于昨日晚间发布了
上调中报业绩预测的公告。精
华制药预计，2016年半年度公
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幅在150%
至170%间，盈利范围在7846万
元至8473万元。公司此前在一
季报中预计此数据为增长50%
至100%。精华制药表示，业绩
修正主要原因是公司生产经营
保持稳定增长。

多项利好政策助力旅游经济持续升温

旅游板块迎新一轮投资机遇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伴随着自驾游新
政、全国建设503个营地计划、
上海迪士尼乐园开业、英国脱欧
带动赴英旅游热等利好，暑期中
的旅游板块正在迎来新一轮的
投资机遇。昨日，旅游板块多只
个股表现良好。中青旅以3.08%
的涨幅领跑板块个股，收报
20.41元。华侨城A、众信旅游、
曲江文旅全天涨幅也均逾2%。

板块上半年未跑赢上证指数
“板块个股估值目前处于低

位，中国旅游业正迎来政策投融
资双利好。”业内分析师认为，伴
随着多利好政策，旅游板块正在
迎来新一轮的投资机遇。

其实，休闲服务板块今年以
来累计跌幅约20%，未跑赢上证
指数。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今
年上半年板块表现不佳，主要由
于2015年板块相对收益明显，
去年全年跑赢大盘高达69%。此
外，自2008年以来的数据显示，
板块取得相对收益往往伴随着
盈利增速的提升，而非盈利的提
升，今年一季度旅游行业的净利
润增速已由2015年的29%下降
至20.6%。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旅
游投资同比增长30.5%。值得注
意的是，该统计数据还显示，全
国旅游投资正处于高速增长的
态势中。今年上半年全国在建
旅游项目9944个，实际完成投
资421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约30.5%。总体而言，全国旅
游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民营投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西
部地区投资快速升温，旅游产品
转型升级趋势明显，度假类产
品、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等成为
热点。

此外，近期多家券商也认

为，多重政策利好旅游板块，旅
游经济持续升温，投资价值逐渐
凸显。

华泰证券指出，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在2016年夏季达沃
斯论坛致辞中明确指出，旅游成
为五大幸福产业之一，其有利于
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
此外，7月5日，国家旅游局召开
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推进会，会
上表示，我国将大力推广自驾车
房车旅居生活新方式。国家旅
游局确定2016年建设503个营
地的计划，总投资352亿元。数
据显示，2015年在国内旅游40
亿旅游人次中，自驾游游客已占
到58.5%以上，达到23.4亿人次，
十三五末将占到国内旅游人数
的70%以上。

英国脱欧助出境游成本下降
此外，英国脱欧导致英镑下

跌，使赴英旅游的成本下降。“由
此将带动赴英国、欧洲等地的出
境游热潮。”华泰证券就指出，汇
率方面，英镑自公投脱欧日起持
续下跌，欧元受英国脱欧影响大
幅下挫，汇市趋于平稳后逐渐摆
脱脱欧影响，小幅回弹并保持温

和震荡。新西兰元与澳元摆脱
脱欧影响后逐渐走强。由此，赴
英国及欧洲国家旅游成本较之
前下降，由此也将带动一定的旅
游热潮。

广发证券就认为，从旅游供
给端来看，目前呈现多个特点，
首先政策驱动下投资加速，2015
年旅游行业直接投资达1亿元，
特别是民间投资和非旅集团投
资加速。其次，基础设施和信息
技术不断完善，比如，一般景区
周边高铁通车有望带来15%以
上客流增速，或互联网、人工智
能、VR等技术。

需求端方面，广发证券也看
好未来5至10年旅游行业增长，
主要由于2015年国内人均GDP
已经突破8000 美元，居民节假
日旅游的意愿随着月收入从
3000元提升至10000元，从17%
提升至44%。此外，近几年受益
于带薪休假、错峰休假等，周末
游、小长假游正在替代长假旅游
成为对旅游经济重要拉动。而
行业需求的增长一方面体现于
客单价的提升，另一方面则在于
需求量的增加，尤其是老年人和
中少年的占比在提升。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万科昨天称，其计
划收购黑石基金及其他独立第
三方股东持有的特定商业地产
公司的多数股权，收购价约
128.7亿元，这起交易曾在上周
被人匿名举报，举报人称此举是
为保住管理层对万科的控制，此
前因万科董事会“分母之争”的
焦点人物，正是任职黑石集团的
独立董事张利平，但是万科尚未
就此交易订立任何具备约束力
的协议。

不过万科称，根据上市规则
计算之有关本次交易之所有适
用百分比率均不超过5%，故本次
交易并不构成上市规则项下须
予公布的交易，也不属于根据深
交所规则需要披露的交易。

万科H股早间在香港联交
所发布公告，万科A也同步披露

了该公告内容。万科表示，近日
有香港媒体报道有关公司可能
正和黑石集团进行交易，公司于
2016年 7月 4日以海外监管公
告的方式刊发了《万科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
询函【2016】第39号）的回覆》，
于回覆的第三页本公司披露了
与黑石集团关联企业管理的基
金“黑石基金”的潜在交易。

公告中，万科表示，为了快
速提升公司在商业物业管理运
营能力，公司与合作方计划收购
黑石基金及其他独立第三方股
东持有的特定商业地产公司的
多数股权。收购资产经交易各
方的平等协商后确定价值约为
人民币128.70亿元。万科通过
全资子公司拟投向联合收购平
台合计投资额约为人民币38.89

亿元。
万科称，自今年1月起已与

目标公司的股东展开洽商。万
科下属全资子公司已成立有限
合伙制基金（“联合收购平台”），
合作方将获取联合收购平台的
一定权益，随后联合收购平台将
取得目标公司96.55%股权，该交
易已于6月21日获得董事会审
议通过。

公告强调，本次交易的对价
将不涉及公司发行任何的证券，
就本次交易未有就有关发行或
收购万科股份进行任何谈判，万
科也尚未就此交易订立任何具
备约束力的协议。

万科A昨天小幅高开后便
一路下挫，盘中最大跌至近4%，
午后伴随着指数翻红，万科A跌
幅有所缩减，最终万科A报收于
18.12元，微跌0.82%。万科H股
昨上涨1.01%，报16.04港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上市公司土豪式高
送转预案发布前，需要三思而后
行了，因为前脚发布预案后，后
脚收到监管层问询函。

本周一，发布今年沪市首份
中报的上市公司——新潮能源
周二盘后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周
二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山
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等相关事项
的问询函》，要求公司对经营情
况、大规模扩张股本的合理性等
情况进行进一步说明。新潮能
源表示，公司将尽快对问询函进
行回复，及时公告并复牌。

监管层发布问询函并非无
缘无故，皆因根据新潮能源的半
年 报 ，上 半 年 该 公 司 亏 损
3678.89万元，较上年同期小幅
减亏。而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8股。

无独有偶，周一蓉胜超微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广东贤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和广东贤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谢松锋和谢海提议
公司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25股。

周二深交所对此发出关注
函，要求蓉胜超微在认真自查并
问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
基础上，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
点、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业
务转型及新业务开展情况等因
素，详细分析该分配方案与公司
成长性相匹配的具体原因；说明
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
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时
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
的自查报告；说明提议人、5%以
上股东及董监高在利润分配方
案披露后6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说明分配方案披露前三个月内
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等。

发布高送转的蓉胜超微昨日
“见光死”，早盘一度跌停，尾盘打
开，最终下跌5.56%，报收30.07
元。在今年一季报中，蓉胜超微
预计 2016 年上半年盈利 90 万
元-45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万科回应洽购黑石项目：
根据上市规则此为不须予公布的交易

发布“土豪式”高送转后
新潮能源、蓉胜超微收问询函

天齐锂业、精华制药
双双上调中报预测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刚刚宣布重大资产
重组终止的松发股份，昨日晚间
又收到公司第三大股东的“清
仓”式减持告知函。刘壮超计划
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或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528万
股。从业绩表现来看，松发股份
自2015年以来，净利润就持续
处于同比下滑的状态。2015年
全年及2016年一季度，松发股
份近利润同比下滑幅度分别为
24.23%和26.1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
前，刘壮超持有松发股份无限售

流通股52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6%，其中质押股数528万股。松
发股份称，刘壮超持有的公司股
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前，于2016年3月21日
解除首发限售并上市流通。

颇有意思的是，就在两周
前，松发股份的董事长、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林道藩发布了对
公司增持计划。在松发股份的
公告中，林道藩表示，基于对松
发股份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
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其计划
在公司股票复牌后6个月内增
持不少于公司总股份1%，不超
过公司总股份2%的公司股份。

松发股份第三大股东
拟“清仓”减持公司股票

中青旅

华侨城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