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尔化学

向上修正上半年业绩

利尔化学（

002258

）今日

公布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 就公司一季报中

预计的

2012

年上半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下降

30%

到

60%

修正为比上

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

20%

到

10%

，盈利预测区间为

3826.56

万元

-5261.52

万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公司加

大了主力产品生产线技改，生产

效率在

4

月份以后有了提高，加

之公司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国际

市场，市场订单情况良好，因此，

公司上半年业绩好于原有预期。

下半年，公司将持续优化老产品

工艺技术，继续力争实现募投项

目稳定生产， 并推动控股子公

司的搬迁技改工作。（白桦）

亚星化学

信披违规遭证监会行政处罚

□

本报记者 王锦

亚星化学（

600319

）公告，

6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亚星化学存在信息披露违法

等问题，中国证监会决定，责令亚

星化学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

万

元罚款。

亚星化学相关责任人也分别

被给予警告和

3

万元

-20

万元不

等的罚款。 其中，亚星化学前董

事长陈华森被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 陈华森还曾于

2011

年

9

月

1

日被上交所认定三年内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证监会认定亚星化学存在的

违法事实主要包括：亚星化学与

控股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大额直接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未入账导致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亚星化学与亚星集团存在间接非

经营性资金往来未入账导致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亚星化学未及时

披露重大担保事项，该两笔担保

是为亚星集团的两笔均为

2,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广药“王老吉”拟在全国建生产基地

□

本报记者 黎宇文

6

月

18

日， 广药集团联合广州

市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广

药出品的第一批红罐王老吉已开

始铺货， 将首先在广州和北京面

市。 为了满足产能需求，广药集团

已陆续与大型食品生产企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除了在短期内选择

代工以满足消费者对王老吉的需

求之外，广药还将在全国建立自己

的生产基地，目前已在筹备中。

会上， 广药集团首次介绍了

王老吉商标仲裁案始末。

2010

年

5

月

1

日，鸿道集团租用王老吉商标

到期，广药集体以电话、公函、律

师函等多种形式数十次与鸿道集

团联系， 希望重新协商商标许可

问题，但鸿道集团均未给予回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

2011

年

4

月

26

日， 广药集团按照双方共同约定

的纠纷解决方式， 向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2011

年

12

月

29

日， 仲裁案正

式开庭。

2012

年

3

月

14

日，仲裁庭

组织双方调解， 鸿道集团单方面

放弃。

2012

年

5

月

9

日，中国国际贸

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定：《“王老

吉”商标许可补充协议》和《关于

“王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补

充协议》两份合同均无效。这意味

着从

2010

年

5

月

2

日起， 鸿道集团

已无权使用王老吉商标。

广州市国资委在会上强调广

药集团是有

184

年历史的王老吉

品牌国内唯一传承实体， 依法拥

有王老吉商标无形资产， 广州市

国资委支持广药集团依法收回红

罐、红瓶王老吉生产经营权，依法

维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 希望广

药集团按照

136

发展方略，将王老

吉从民族品牌打造成世界品牌，

5

年内达到

300

亿销售，实现国有资

产的保值增值。

职工不满民企接手 福建南纸重组搁浅

□

本报记者 王锦

6

月

15

日起停牌的福建南纸

（

600163

）今日公告称，

6

月

18

日接

到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函件， 福建省轻

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开转让

福建南纸

29.80%

的股份事宜，因

职工对意向受让方不满而宣告终

止。 福建省轻纺公司承诺三个月

内不再筹划该事项。

股权转让无疾而终

2011

年

11

月

26

日， 福建省轻

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公开

征集受让方方式转让福建南纸

21500

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29.80%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3

日

17

时

30

分， 收到有效受让方意向书

及相关材料一份， 提交人为上海

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该

公司提交的受让意向书及相关材

料， 该公司拟以每股

5.341

元人民

币的价格受让该部分股份。

福建省轻纺控股称， 其根据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聘请

了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 通过资

料审核、现场调研、提问等方法，

对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提

交的受让意向书及相关资料进行

审核， 与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就《股份转让协议》内容进行

谈判。

由于公开征集的唯一意向受

让方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为非国有企业，此次股份转让将涉

及福建南纸第一大股东由国有变

为非国有，职工对此提出了一些诉

求，福建省轻纺公司会同福建南纸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对职工诉求进行

了论证和商洽，拟订了职工分流安

置方案，广泛征求职工意见。

鉴于福建南纸是由老国有企

业南平造纸厂改制设立的，职工人

数较多，职工分流安置费用总额较

大，福建省轻纺公司与上海华信石

油集团有限公司双方又无法就职

工分流安置费用支付事项达成一

致意见，因此未能签订《股份转让

协议》，终止股份转让事项。

股价先行下挫

福建南纸

2011

年亏损

3

亿元，

今年一季度继续亏损

9539

万元。

从基本面而言， 福建南纸经营情

况不佳，急需新东家入场拯救，但

此次公告也宣告了福建南纸 “入

赘”上海华信事项的终结。

据公开资料， 上海华信石油

集团隶属于民营企业中国华信。

据中国华信官方网站资料， 公司

主营石油、化工、能源产业，总部

为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在海

内外拥有

7

家直属一级子公司，

13

家参股公司，

2011

年实现国内营

业额近

400

亿元；目前已拥有遍布

东南亚、中东、非洲和北美，以及

国内石油、 化工行业上下游一体

的完备商业体系和产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福建南

纸股价持续下行，

6

月份以来累计

跌幅

15.54%

。 而今年年初至

4

月

份， 福建南纸股价曾震荡上扬并

一度创出年内新高

7.40

元

/

股。

根据福建南纸一季报， 尽管业绩

亏损，但仍有不少机构青睐，华商

盛世基金、 平安信托等仍位居公

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行列。

电监会将公布鼓励民资办电政策

部分电网或向民资开放

□

本报记者 王荣

电监会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介绍，鼓励民资办电的相

关规定即将公布，对民资进入电力

领域予以相应的扶持。 规定内容不

仅涉及民间资本进入火电、 水电、

核电和新能源等传统发电领域，还

鼓励民资进入部分电网环节。

日前，有媒体报道，国家能源

局正在制定的能源领域鼓励引导

民间投资发展实施细则， 其中就

包括主电网适度开放、 能源下游

基础设施全面开放等内容。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林伯强介绍， 发电行业早在

1985

年就对民资开放， 可是占比

却从

15%

下降到如今不到

3%

，电

网领域以国网

2%

的收益率测算，

也难以吸引民资进入。

引民资办电政策将落地

6

月

5

日，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

言人称，

6

月底前民间投资新

36

条

的实施细则将全部出台， 重点是

放宽市场准入。

所谓“新

36

条”是指

2010

年

5

月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

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该意见共

36

条。

能源领域尤其是电力行业主

要由国有企业垄断， 因而成为政

府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重要

领域。 有消息称，国家能源局早已

启动能源领域鼓励引导民间投资

发展实施细则的编制， 在电力领

域， 能源局分别成立了火电、核

电、电网行业工作小组，细则也将

于

6

月底出台。 如今看来电监会对

鼓励民资办电的相关规定要早于

能源局。

该人士指出，由于电监会主

要负责全国电力安全及可靠性

的监督管理工作，规定只会依据

电监会的职能出台鼓励意见，但

对民营资本参与投资电力行业

的具体项目审批则主要由发改

委负责。

应加快电力市场建设

“电力已经进入 ‘微利’时

代，如果民间资本看不到合理的

投资回报，光靠一纸文件，恐怕

民间资本也不愿意进入。 ”林伯

强认为，现阶段鼓励民资进入电

力行业的关键在于能否保证民

营资本的收益。

1985

年

5

月，国家四部委出台

了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

电价的暂行规定， 允许民间资本

和外资进入发电领域。按照规定，

集资办电有两种形式， 一是集资

扩建新建电厂；二是买用电权，把

这部分资金转为电力建设资金。

受益于该鼓励政策，加之有充

足的上网电量和较低的电煤价格保

障，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民营火电装

机最高曾达到全国总装机容量的

14%

以上。 但随着

2002

年电力体制

改革推行，五大发电集团诞生，国有

资本在火电领域开始强力扩张，民

营火电企业开始日渐萎缩。

“目前民营和外资办电的比

例估计仅

2%

。 ”林伯强介绍，此前

外资和社会资本之所以能盈利是

因为当时多是一厂一价， 电价定

得比较高，保障了投资的回报，但

现在投建电厂多是亏损的， 加之

电力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 投资

回报率不如其他项目。

目前，五大集团火电业务集体

亏损； 大型水电项目动辄数百亿，

而建设期就超过

5

年， 投资回收情

况，还要看来水、电网调度及下游

需求情况。即便是颇受微词的电网

企业实际的投资收益率也并不高，

国家电网副总经理舒印彪称，国家

电网有

2

万亿的资产，但是只有

400

亿的利润，这种利润率在全世界企

业和国内央企里面都是低的。

林伯强建议， 在鼓励民资进

入电力领域之前， 应该先建设完

成一个相对成熟和规范的电力市

场，应该完全市场化的运作，发电

和售电端放开， 电网变为输电公

司，电价交给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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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纬锂能

就火灾损失申请理赔

18

日因突发事件而临时

停牌的亿纬锂能

(300014)

发布

公告称，

6

月

16

日上午， 公司位

于惠州市西坑工业区

F1

厂房二

楼的锂亚电池老化室发生意外

起火，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 事故

原因是：老化室中的电池货架隔

板因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发生软

化而坍塌，造成大量电池散落在

地面堆积， 短路高温引起电池

爆炸和货架木板等物质着火。

公告称， 本事故造成老

化室内电池烧毁，及老化室所

在的

2

楼、

3

楼车间部分设备、

门窗、电气管线受损。 根据初

步估算，此次事故造成的直接

财产损失不超过公司

2011

年

末净资产的

3%

。此前，公司已

向保险公司投了财产保全险，

火灾涉及资产在保险公司承

保范围之内，目前，保险公司

正对事故损失进行评定中。

亿纬锂能表示公司将通

过提高其他车间产量的方式

来满足交货，对锂亚电池交付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张洁）

杰瑞股份涉足印尼老油田增产业务

□

本报记者 董文杰

为拓展公司业务区域范围，

杰瑞股份（

002353

）拟以自有资金

28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7641

万

元）在印尼成立子公司，开展老油

田增产业务。

印尼老油田增产业务市场规

模大，且投资风险相对较低。 印尼

陆上的大部分油田都经历了几十

年的开采， 均面临着油田产量低、

递减速度快，急需进行老油田的增

产，提高油田产能。 印尼油气生产

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的投入，在印

尼从事油气经营活动的外国公司

绝大部分是美国石油公司，

2002

年

1

月，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

CNOOC

）

成为印尼最大的海洋石油生产商，

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Pertamina

均是

CNOOC

的合作者。

公司在印尼开展老油田增产

业务， 是顺应印尼政府提高油气

生产区勘探活动进行油气勘探、

开发及增产需求， 将拓展公司业

务区域范围， 对推进公司业务国

际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公司拟

以全资海外孙公司杰瑞卢森堡公

司（

MAXSUN ENERGY SARL)

的

名义出资成立与在印尼开展老油

田增产业务的相关公司。

擅改募集资金用途

ST天润被证监会处罚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ST

天润（

002113

）公告，公司

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下午正式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

处罚决定书》， 中国证监会查明，

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0

年

10

月

9

日，公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8850

万元归还银行借款未及时披

露，公告内容存在虚假记载；公司

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 使用募

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擅自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重大仲裁事

项未及时披露，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收到武汉仲裁委员会的

《仲裁通知书》，

2010

年

11

月

30

日

才公告此事， 属于未按规定及时

披露重大仲裁事项。 中国证监会

认定，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

法》相关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定， 责令公司

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赖淦

锋、彭朝辉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戴浪

涛、罗林雄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公开资料显示，赖淦

锋为公司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ST

天润表示，公司已完成

了对上述违规行为的改正。 将接

受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不申

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当

事人彭朝辉、 戴浪涛、 罗林雄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起未在公司担任

董、监、高职务。公司、公司董事长

及相关当事人诚恳地向投资者致

歉。 此外，公司定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下午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开致歉

会。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赖淦锋

等将参加本次致歉会。

曲江文旅借壳上市资产惹争议

财神广场“还俗” 低价圈地“伤农”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因借壳上市备受争议的财神

庙如今面貌一新，香炉、功德箱等

物件从曲江财神广场景区中消

失，以“还俗”的方式与庙宇划清

了界限。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赵

公明故里———周至县赵大村发

现， 曲江文旅圈地让大片耕地变

为荒地， 作为财神后人的村民土

地流转收入每年只有

650

元，仅为

原来收入的三十分之一。

景区突击“还俗”

“跟团队游客说一下，这周开

始我们景区整顿， 一切与宗教有

关的活动都取消了， 新的活动日

程正在整理”。一位曲江文旅财神

广场景区市场部工作人员电话告

知旅行社。

近一段时间， 曲江文旅借壳

ST

长信（

600706

）引发关注，财神

广场因为主打“财神庙”而成为最

受争议的上市资产。对于中国证券

报记者的采访要求，财神广场景区

负责人显得十分谨慎，表示与上市

相关的内容需要逐级请示，由曲江

文旅总部领导来进行解答。截至记

者发稿时，采访要求未得到回复。

据景区工作人员透露， 关于

财神广场宗教活动的议论让曲江

文旅感到压力很大， 上周突击进

行了整顿， 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内

容全部取消，包括请香、烧香、功

德箱和许愿等。

走在景区内， 四周坐落着各

式仿古建筑， 牌匾上标注着各不

相同的佛号。由于恰逢周五，游客

稀少，偌大的景区显得十分空旷。

走进庙堂， 缺少了宗教物件的大

殿陈设十分简单， 高高的佛像下

面只有长长的香案， 就连参拜的

垫子都没有。 几位走进财神殿的

游客， 跪在水泥地上参拜了赵公

明的神像，起身匆匆转了一圈，就

迈步走出了这座位居景区中心、

规模最大的建筑。 在景区出口的

东门，财神街的店铺也门庭冷落，

大道两侧游艺区各只有一家正常

营业，多数摊位处于闲置的状态。

一位曲江文旅的高管对记者

表示，在景区开发方面，曲江文旅收

入主要包括门票和招商，随着财神

广场取消宗教活动，游客会减少，景

区内商铺收益也大幅下降，曲江文

旅的收入会受到很大影响。

财神另有“居处”

从西安市里坐公交车两个多

小时，距楼观台景区前两站有一个

站点———财神故里。可是在中国证

券报记者下车时，连常年往返的售

票员也不知道财神老庙该怎么走。

在路人指引下，记者步行半个多小

时，终于在一个没有标识的村子深

处找到了老庙。 门口架在电线杆上

的拱形钢条上，几片生锈的铁片贴

着金色大字———华夏财神故里庙。

在这个没有庙门、只有一间祠

堂的财神庙中，两位道士坐在简陋

的偏房中。 一位法号兴远的道士介

绍，财神赵公明出生和羽化均在陕

西省西安市周至县集贤镇赵大村，

这座庙宇是从万历年间传下来的

古迹，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财神庙。

已经时至下午两点，记者是当天

财神老庙第三位游客。道士介绍，在新

景区修建之前，道观由于是财神故里，

香火旺盛，曾经有台湾、香港的游客专

程到村里来拜祭。 然而，随着楼观台

景区修建，途经老庙的公交线路只剩

下一条， 经常个把小时才会来一趟，

游客都被旅行社带到了财神广场。

据了解，财神广场开发之初，

曲江文旅曾经想以老庙为基础兴

建， 不过由于文物保护和赵大村

村民反对等原因才作罢。 曲江文

旅最终选择在远处的河滩处建造

了如今的财神广场。

在财神老庙的村道对面，道

士居住的地方是赵公明的祠堂，走

进昏暗的房间，墙上是玻璃罩住的

财神神像，下面是手绘的赵公明后

人影像，右侧悬挂着老子、孔子和

释迦牟尼佛的三张画像。在祠堂的

左侧， 斑驳的墙上挂着许多照片，

记录着这里的牌匾、石碑和文物。

祠堂中的财神神像虽然尺寸

不大，但十分传神。据道士介绍，赵

公明被称为武财神，曾将一只骚扰

平原百姓的黑色老虎收服作为坐

骑，因此神像为手持银鞭、胯下黑

虎。 而在曲江财神广场，同样有一

座赵公明祠堂，里面高大的财神与

胯下的老虎均是金光四溢。

耕地或变身房地产

从公交站走到财神老庙的路

上， 两侧可以看到大片被铁丝网

圈起来的土地， 里面荒草丛生没

有丝毫开发建设的痕迹。

一位上了年纪的赵大村村民

领着中国证券报记者走到了村

口，指着身旁铁丝网里的农田说：

“这里原来是我们的耕地，随着曲

江来这里开发景区， 都被以土地

流转的名义转让了。 当初说是兴

建农博园，种植新品种的蔬菜，不

过从

2010

年到现在一直荒废着”。

作为财神赵公明的后人，如

今居住在赵大村里的村民面临着

“受穷”的境地。几位村民介绍，周

至县号称猕猴桃之乡， 虽然当地

的耕地每人大概只有

1

亩，不过依

靠种植业普遍生活宽裕。 而曲江

文旅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 征用

标准只有每亩地每年

650

元。

“我们每人只有

1

亩地，以前地

里种植猕猴桃， 每年大概能赚

2

万

元。 如今曲江一年只给

650

元，日子

可咋过啊。而且，这些钱我们现在都

没敢要，怕要了，地就没了”，一位老

人表示，家里现在只有他和儿媳妇，

其他的亲人都出去打工了。

一位家在楼观镇的年轻人有

着相似的苦恼， 他家里

4

口人，只

有两个人有农村户口， 共有两亩

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曲江文旅

以土地

2.5

万元一亩，地上农作物

1.8

万元的价格买断。 如今这位年

轻人家里已经没有了耕地， 每天

只能骑着摩托车穿梭在景区间，

靠拉载游客为生。

曲江文旅有关人士介绍，楼

观中国道文化展示区包括了历史

文化旅游景区和观光农业示范

区，规划面积

33

平方公里，约

460

亩。然而，曲江文旅在楼观镇已经

征用的土地远远超出了规划。 据

相关人士透露， 大概已经达到了

3000

亩，是原规划的

6

倍，仅考虑

土地溢价因素， 曲江文旅已经获

利不菲。这些计划外的土地，曲江

文旅可能会围绕景区兴建房地产

项目和休闲度假场所。

本报记者 刘兴龙 摄

ST昌九停牌静候赣州工投

□

本报记者 王锦

刚刚 “摘星 ” 的

ST

昌九

（

600228

）公告，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接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

（控股）有限公司通知，江西国控将

于近日就其所持江西昌九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与赣州工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正式协议。

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6

月

19

日起开

始停牌。公司承诺自停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该

事项的结果或进展情况。

ST

昌九曾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

公告， 江西国控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与赣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江西

国控将所持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江

西 昌 九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85.40%

股权转让给赣州工投。 交

易完成后，赣州工投将成为

ST

昌

九的间接控股股东，间接持有

ST

昌九

25.68%

的股权。

当日的公告还称，赣州工投已

将原持有的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

司

15.08%

的股权及赣州稀土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全部划

转出去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赣州工投不再持有稀土股权。

当日，赣州工投则表示，暂无

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

资产注入或置换的重组计划。

此次转让控股权的公告引发

了

ST

昌九股价“过山车”般的大幅

波动，公司股价自

12

月

2

日起连续

走出十一个跌停板， 此后也继续

下挫， 自停牌前

11

月

11

日的最高

15.18

元跌至

12

月

29

日的

6.20

元；

然而，自

2012

年初起，

ST

昌九股价

又连续走出多个涨停板，至

6

月

18

日，收盘价为

13.64

元，同

2011

年

12

月

2

日时的股价相差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