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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百大A拟转让酒店资产

昆百大A3月10日晚公告， 公司拟整体出售所持有的云

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经协商，上海如家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方有意收购。 目前，各方

初步协商拟定的交易核心经营资产对价为2.3亿元。

云上四季是昆百大A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07年，主要

承担所辖经济型酒店的整体运营管理职能。 截至本《股权转

让意向书》签署前，昆百大A持有云上四季78.5%的股权，云

上四季管理团队合计持有云上四季21.5%的股权。 截至2012

年12月31日， 云上四季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6945.79万元，总

负债为10786.45万元，净资产为6159.34万元。 2012年营业收

入9788.55万元，净利润亏损124.54万元。（李香才）

卓翼科技换第一大股东

前控制人或全身而退

卓翼科技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田昱

于2014年3月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50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3.96%。本次减持后，田昱持有公司股份3647.2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20%。 公告还称，田昱未来12个月可能继续减

少其拥有的卓翼科技股份。

截至目前， 公司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传武持有公司股

份3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62%。田昱本次减持后，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少于夏传武，夏传武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表示，作为公司主要创始人之一，夏传武长期担任总

经理一职，与原董事长一同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决策，

尤其自2013年7月份董事会换届以来， 夏传武更是担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全面负责公司的整体经营，因此，田昱

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姚轩杰）

就“高利贷事件”

上交所责令成城股份整改

3月10日晚，成城股份公告称，上海证券交易所就“高利

贷事件” 对公司提出了整改要求，要求公司于2014年3月14

日前披露整改进展，最迟于4月8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若到期

未完成整改， 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此前，2月21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成城股份被孙公司

拖入“高利贷”深渊》的报道，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 27日晚，

成城股份发布公告， 承认孙公司江西富源2011年私自借款

6750万元，成城股份担保事项未履行决策程序，未进行披露。3

月4日，成城股份收到《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高利贷事件” 发生在2011年8月。 当时，成城股份孙公

司江西富源为完成银行贷款还旧借新工作与成城股份、 江西

省家电市场海兴家电商行签订《协议书》，借款利息高达每日

千分之三。 因2011年借款及担保事项， 江西富源被判偿还

6750万元本金及利息，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 上述江西富源借款和成城股份担保事项未履行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诉讼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3

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就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核查

时，公司也未核查出此事项。 （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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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亮去年年薪基本买成万科股票

□本报记者 张昊

3月10日下午， 万科董秘谭华杰在与投

资者交流时透露，公司总裁郁亮当天从二级

市场买入100万股万科股票。 根据公开信息

计算，除去捐款之外，郁亮将其去年年薪基

本全换成了万科的股票。

700多万元现金增持

根据上周五公布的万科年报数据， 郁亮

2013年从公司领取的税后报酬总额为861万

元。 年报还披露，年内郁亮及其他3位高管因

存在公益捐赠，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有抵减。万

科方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3年郁亮

的个人捐赠额应在100万元左右。 万科A3月

10日的收盘价为7.15元， 按照100万股计算，

郁亮此次投入了700多万元现金增持万科。这

意味着，在扣除捐赠额后，郁亮2013年所领

取的税后报酬基本已全买成了万科股票。

公开资料显示，郁亮于2013年1月24日

以每股8.66元的价格行权220万份期权。 在

3月10日增持之后，郁亮持有730.62万股万

科股票。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持有万科股

票761.72万股。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在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不得卖

出，否则相关买卖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郁亮在3月8日举行的年报业绩发布会

上也表示，他近几年将女儿的压岁钱都换成

了万科的股票。由于万科股价近年来持续下

挫，郁亮称她的女儿表示“压岁钱能不能不

换成股票了？ ” 对此，郁亮称“作为父亲，我

也感觉到压力” 。

争取股东信赖

郁亮表示，“股票低迷的时候，分红成为

一个很重要收入。 ” 万科年报另一处让股东

满意的地方是，大比例提高分红。

与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相比，现金分红

并不会给万科带来很大的压力。万科2013年

度拟分派的现金股利将达45.16亿元， 这笔

钱只能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块不大的土地。用

郁亮的话说，“万科现在积累的利润已经足

以支持万科发展，可以支持大比例派息了。”

“万科有各种不同类型投资者，有短期、

长期的， 有些投资者希望我们更多现金分

红，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来提高分红比例。”

郁亮说，“让股东更信赖” 是万科2014年提

出的新口号。“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不断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以提高ROE这个指标为

目标。 但是，我们忽略了资本市场对我们的

要求并不只是提高ROE水平，也需要公司有

更多的前景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在努力，把

公司变得让股东更信赖，更支持我们。 ”

郁亮还表示，提高分红比例是近期在学

习互联网公司中得到的心得。“我们本想逐

步提高分红比例，但互联网告诉我们，对客

户、股东好要快、要极致，所以我们一步到位

就把分红比例提高了。 ”

万科此次分红比例提高与正在推进的B

转H进程也有一定的关联。 “香港上市地产

公司分红派息大概在30%左右，我们既然要

转板，势必也要提前来适应这个规则来做事

情，这也是为了照顾到不同类型投资者对分

红派息需求的呼声。 ”

白酒行业调整进入“深水区”

优质酒企业绩现见底信号

□本报记者 王锦

白酒上市公司2013年业绩低迷的事

实， 正在随着业绩披露季的推进而逐一得

到确认。 业内人士指出，白酒企业业绩低迷

的局面在2014年中报之前难以得到缓解，

但行业基本面呈现出的一些乐观信号如库

存缓解、价格持稳等也不容忽视，部分白酒

企业基本面或呈现向好迹象。

业绩低迷短期难改

受行业调整影响， 白酒企业2013年

普遍经营异常困难。 即使身为行业中的

佼佼者， 各大白酒上市公司业绩同样承

压明显。

五粮液3月10日发布业绩快报，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247.17亿元， 同比下降

9.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9.73

亿元，同比下滑19.75%。 净利润20%的负

增长，令2013年成为五粮液十年来业绩最

差的一年。 公司表示，中国白酒市场持续

变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行业进入深度

调整期，公司盈利能力较强的高价位产品

销售受到影响，导致营业收入、净利润出

现下降。

同样交出近十年以来最为 “惨淡” 年

报成绩单的还有泸州老窖， 其业绩快报显

示，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05亿元，同比下

降9.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4.44亿元，同比下降21.55%。

业界称，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深度

调整” 成为白酒行业的关键词。 由于盈利

能力较强的高价位产品销售受到影响，尽

管各酒企纷纷祭出变革法宝，但短期仍难

以弥补高档酒下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

而使得一线酒企利润降幅远高于收入降

幅。 商务部此前发布的信息显示，2013年

以来，高端消费明显降温，其中，商务部监

测的11种高端白酒销售量下降了7.2%。

除了一线酒企不乐观之外， 二三线白

酒的情况显然更为糟糕。水井坊、酒鬼酒等

预计2013年将出现亏损， 沱牌舍得预计净

利润同比将减少80%到100%。

有分析师指出， 从众酒企2013年度

业绩披露情况来看，行业景气下滑和渠道

压力加大的趋势较为明确，白酒业调整已

经进入 “深水区” 。 而业内普遍认为，酒

企业绩低迷的局面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

缓解。

国金证券分析师表示， 当前白酒行

业仍处于筑底过程中， 消费持续性仍需

要观察， 未来半年时间还会经历上市公

司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恶化的过

程， 只有经历下半年旺季考验才能基本

确认底部。 不过， 龙头公司的底部要远

强于其他酒企。

瑞银证券王鹏也同样认为， 预计白酒

板块的业绩低迷最少将维持到2014年中

报，2014年白酒行业将出现继续降价 （更

多产品降至100元以下）、产量下滑（并持

续2-3年）和大力促销。

部分酒企现见底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2月份以来， 以贵州茅

台为代表的部分白酒股出现一波反弹，贵

州茅台2月7日至今股价涨幅已经接近

20%，板块内洋河股份、五粮液等股价也表

现强势。 业界认为，反弹更多是基于估值原

因， 但白酒基本面所呈现出的一些乐观信

号也不容忽视。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茅台集团董事

长袁仁国在“两会” 期间接受采访时提

到，“八项规定” 对茅台酒的销量基本没

有影响。 根据公司内相关部门提供的数

据，2014年2月份茅台酒的包装量同比大

幅上升，茅台酒的市场转型已见成效。

从终端市场情况来看， 除了春节期间

销售好于预期之外， 春节旺季过后， 以茅

台、 五粮液为代表的高端酒一批价的稳定

情况也超出预期。据了解，目前茅台一批价

约为900元左右，五粮液一批价在580元左

右， 并未如此前各方所料的在节后出现大

幅回落。这也显示出，高端酒积极向大众消

费转型、进行营销变革，实现增长的确定性

增强。

安信证券表示， 优质白酒公司基本面

已现见底信号。 茅台基本面去年即已见底，

今年春节的动销强化了这一判断； 五粮液

今年春节主要以消化经销商库存为主，由

于去年一季度厂家向渠道压货导致基数较

高， 预计今年一季度业绩增长扭负转正的

难度较大， 但目前五粮液的批发价已经止

跌甚至跟随茅台略有回升， 基本面也出现

向好迹象。

河南超然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敏此

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春节期间茅台

及五粮液销量均较好， 经过年前年后的消

化，目前无论是茅台还是五粮液，库存都大

大减少，尤其是茅台基本没什么库存。

高华证券也认为， 高端市场已基本见

底，“三公” 消费下降的全部影响已基本计

入股价。总体需求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未

来两三年， 以茅台为代表的高端酒的下一

个推动因素将是民间消费增长推动盈利持

续超出市场预期。

金种子酒去年净利降76.22%

金种子酒3月10日晚披露2013年年

报，在行业陷入调整时期，金种子酒净利润

下降幅度接近八成。 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

总收入20.8亿元，同比下降9.3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亿元，同

比下降76.22%；基本每股收益0.24元。公司

拟按每10股派发现金0.80元(含税)，向全股

东分配股利4446.2万元。

公司称，2013年，是公司面临严峻挑战

的一年。 当年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9.32%，

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调整， 中高端白酒销

售比重下降，从而导致白酒销售额减少。

年报显示， 年末公司预收账款余额为

2.96亿元，比年初余额增长71.64%，主要原

因是公司当年营销力度加强， 年末为春节

备货订单相应增加。

金种子酒还称，2013年， 白酒行业和

白酒市场受宏观经济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

响，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过去行业呈现的

群体增长的时光将不复存在， 未来行业将

会出现成本上升、利润下滑，部分企业可能

出现增长停滞甚至倒闭的局面， 整个行业

发展已步入“整合分化期” ，行业洗牌正在

加快，新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粗放竞争战

略将被新型精益竞争战略所替代。 行业整

合的速度将呈现加速趋势， 未来优势企业

的优势将可能进一步得到强化， 而白酒企

业数量将锐减。（王锦）

提议增补三董事

泽熙系布局工大首创董事会

工大首创3月10日晚间公告，公司将于3月20日召开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单独持有公司15.69%股份的股东上

海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3月9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开10日前）提出4项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公司董事会。

提案包括：解除龚东升公司董事职务，并增补徐峻、鲁勇

志、史振伟3位董事。 此次提议新增加的三位董事均来自上海

著名私募泽熙投资， 徐峻曾任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鲁勇志现任上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高级研究员，史

振伟现任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公司同日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3月7日收到公司董事胡

慷和曾令国的书面辞职报告。为配合公司管理需要，胡慷和曾

令国从即日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两人辞职后，公司董事会现

有董事6人。

此前，公司2月18日晚曾公告称，八达集团持有的15.69%

股权完成转让， 上海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为新任第二大

股东。 公开信息显示，泽添投资法定代表人为徐柏良，股东为

徐柏良与郑素贞，分别持有99%与1%股权。 此次董事提名显

示，泽添投资与阳光私募泽熙投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3年11月，工大首创董事长、总经理龚东升因涉嫌虚

报注册资本罪被云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拘留审查。 在八达

集团所持股份被冻结期间， 雅戈尔和其下属两个全资子公司

曾多次斥资增持工大首创， 目前已替代八达集团成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合计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15.80%。 而上海泽添

投资接手八达集团所持股份后，拥有公司15.69%股份，与雅

戈尔仅有0.11%的差距。 如此小的差距，令工大首创股权结构

颇多变数。（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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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威保变2013年亏损52亿元

□本报记者 刘兴龙

3月10日晚， 天威保变披露了2013年

年报，亏损额高达52.33亿元。 新能源产业

亏损对天威保变经营业绩造成了严重影

响，2013年巨亏主要是计提各项减值及预

计负债518,223.84万元所致。 由于连续两

年亏损，天威保变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豪赌新能源遭惨败

2013年年报显示，天威保变实现营业收

入43.59亿元，同比增长27.3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33亿元； 每股收益

-3.81元。

在过去的一年期间，天威保变在新能源

领域主要参、控股子公司全部亏损严重。 其

中， 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亏损11.68

亿元， 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亏损

12.48亿元。

天威硅业成立于2007年9月，2009年成

功试投产，2010年实现净利润533.08万元。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 天威保变首次将新

能源收入单独列出， 重申 “双主业、 双支

撑” 的发展战略，即以“输变电” 和“新能

源” 两大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 然而，随着

光伏产业寒冬的到来， 天威保变的新能源

业务举步维艰。

由于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亏损，

天威保变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市场人

士指出，输变电业务是天威保变2014年的

主要业务， 考虑到高企的三项费用和巨额

的债券利息，天威保变的“保壳” 之路并

不平坦。

“救命” 靠输变电

2013年10月，天威保变宣布以数家新能

源子公司置换大股东天威集团的输变电资

产，以此将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向输变电业

务集中。2014年1月，公司以债权人身份申请

天威硅业破产；1月7日， 公司又宣布转让天

威英利7%股权回笼资金3.87亿元，大力支持

输变电产业的发展，试图依靠输变电产品度

过新能源行业的低迷周期。

天威保变在年报中表示，在“聚焦输变

电主业，整合优势资源” 的整体思路下，公司

明确了抢占高端，巩固中低端，发展特型产

品的战略定位。 天威保变预测，2014年天威

保变预计实现营业收入47.59亿元， 营业成

本39.13亿元。

2014年，摆在天威保变面前的主要任务

就是保壳，不过依靠置入的输变电资产仍然

存在难度。 年报显示，置入资产2013年经营

情况为：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亏

损3343.84万元； 保定惠斯普高压电气有限

公司盈利409.83万元；保定多田冷却设备有

限公司盈利1496.70万元； 保定保菱变压器

有限公司盈利1624.23万元； 保定天威变压

器工程技术咨询维修有限公司亏损393.64

万元。

市场人士指出，天威保变每年要支付不

菲的债券利息，以及仍持有巨额亏损参股公

司天威英利股权，公司2014年实现盈利面临

着较大的困难。

“11超日债”持有人会议

26日将审议四个议案

*ST超日3月10日晚间公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ST超日“11超日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通知于2014年

3月26日下午14:00时召集 “11超日债” 2014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

会议将审议四个议案，分别为《关于提请债券持有人会

议授权受托管理人就逾期付息对超日太阳提起民事诉讼等的

议案》、《关于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法

处置“11超日债” 担保物用于付息的议案》、《关于提请债券

持有人会议授权受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参与超日太

阳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的议案》、《关于“11

超日债” 再次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召开形式及投票表

决方式的议案》。

*ST超日还公告称， 公司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

司日前决定，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CCC和“11超日债”

信用等级CCC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王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