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金环实际控制人变更

湖北金环6月3日晚公告，公司同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湖

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调解书。因朱俊峰、胡爱珍、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北

京京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被告已接受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朱俊峰与胡爱珍以其合计持

有的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百分之百股权抵偿朱俊峰欠

付北京京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人民币2.08亿元及

其利息。

而湖北嘉信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湖北嘉信股权结

构,由变更前的胡爱珍出资438万元，占1.0%，朱俊峰出资43362

万元，占99.0%，变更为北京京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3800

万，占100.0%。企业类型由变更前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由变更

前的朱俊峰变更为陈闽建。

由于湖北嘉信是湖北金环的控股股东， 湖北嘉信的易手意

味着湖北金环实际控制人由朱俊峰变更为持有北京京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94.78%股权的田汉。（张玉洁）

南京化纤

拟转让金羚地产70%股权

南京化纤6月3日晚发布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公司拟通过国

有产权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持有的金羚地产70%股权， 并由交易

对方以现金方式购买。 经预估， 金羚地产70%股权预估值约为

8.39亿元，增值率约为205.58%。

公告显示，南京化纤目前持有金羚地产70%股权，其余30%

股权由南京华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南京华纺拟与公司

共同出售其所持金羚地产30%股权。 截至2014年4月末，金羚地

产的总资产为9.99亿元， 净资产为3.92亿元，2014年1-4月实现

营业收入5.97亿元，净利润为1.19亿元。

公司表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公司将退出可持续性经

营能力不足的房地产业务，更专注于粘胶纤维等业务，加速产

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公司粘胶纤维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

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此外，本次公司出售金羚地产70%股权，

全面退出一般商品房开发领域， 正是南京市国资改革的重要

一环。 （欧阳春香）

秦川发展项目

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

秦川发展6月4日公告，公司大型高精度数控成形磨齿机获

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该项目将获得国家2071.30万元资金

支持，其中2014年拨付621.39万元，其余1449.91万元将在项目

验收后拨付到位。 公司表示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将对项

目实施产生积极影响。

公告同时披露控股股东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的工业机器

人关节减速器生产线项目也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的消息。

该项目将获得4657.4万元的政府资金支持，资金采用事前补助的

方式分5年拨付到位， 其中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拨付2172.78

万元和1921.2万元。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无疑将给秦川的

机器人减速器项目加速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万晶晶）

退市长油5日摘牌

退市长油（600087）公告称，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决定终止上市， 将在2014年6月5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同日公告称， 控股股东南京长江油运公司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18.64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92%）被辽宁省高级人

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两年。

公司还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违反外汇

贷款合同约定为由，向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

令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共计8400万美元，利息及罚息共计47.28万

美元，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共计人民币42万元等。 目前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

同时， 公司收到武汉海事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共计7份，中

国农业银行南京城北支行向武汉海事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

申请，请求查封、扣押、冻结公司价值7.13亿元的财产并责令公

司提供价值7.13亿元的担保。 同时，公司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1份，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请求对

公司价值1.68亿元财产予以保全。两项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均已

裁定。

长油表示， 公司在农行南京城北支行的贷款余额为6.95亿

元，在民生银行南京分行的贷款余额为1.64亿元。目前公司欠付

农行南京城北支行利息合计约为1200万元，欠付民生银行南京

分行利息合计约为260万元。 （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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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股东高票赞成

S舜元股改方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本报记者 向勇

92.19%， 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高票

赞成，S舜元（000670）股改方案终于闯过

股东大会。 这是公司第四次启动股权分置

改革。

6月3日下午，S舜元在上海召开舜元

实业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现场投票结合网

络投票结果， 股东大会通过了唯一议案

《舜元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

流通股股东近亿股赞成

会议统计结果显示，参与投票的股东人

数为3433人，代表股份总数2.25亿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82.62%。 股改方案同意票总数

为2.16亿股，赞成率达96.24%。其中，流通股

股东投出了9988.68万股赞成票， 占参加表

决的流通股股份总数的92.19%。

若本次股改最终完成， 深交所上市公

司最后一家股改“钉子户” 即被拔除，标志

着深交所始于2005年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全面结束，深交所进入“全流通”

时代。

本次股改方案为“赠与资产对价+资本

公积金转增” 的组合方式，置股改与重组于

一案中。 上海盈方微电子将得以借壳上市，

并以其获资本公积金转增的211,592,576

股，以占股本25.92%的比例，成为S舜元第

一大股东。 S舜元也将跻身微电子行业，成

为SoC芯片设计企业。公司原大股东舜元投

资股权则由25.99%稀释为10.38%， 成为公

司第二大股东。

本次股改之前，S舜元 （前身是S*S天

发） 自2009年以来启动过3次股改事项，都

在股东大会环节被流通股东否决。

值得一提的是，曾是公司第一大流通股

股东的牛散孙伟，公司此前3次股改方案均

投出反对票， 被视为反对者的一面旗帜，在

本次股改方案公布后的股价上涨过程中可

能已经离场。 他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我不再管这个事了！ ”

股东更关心公司未来

6月3日股东大会现场， 来了20余位中

小股东。 如同2012年公司股改事项股东大

会现场， 中小股东除了向S舜元高管发问，

还向重组方发问，同时也相互争论。 现场一

位中小投资者表示，在公司此前已经进行的

征集委托投票权过程中，多数有意参与表决

的股东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来到现场

的，应该更关心公司的未来。

股东金先生说，他在上海，参加舜元的

股东大会有三四次了。“开始我对方案表示

反对，后来经过沟通，方案增加了利润承诺

和减持条件锁定的承诺， 我就认可方案了。

我认为新东家和他所处的行业，对公司未来

还是有支撑的。 ”

同样来自上海的投资者黄女士说，她是

公司股票2013年2月8日恢复上市交易后才

持有的， 已经委托公司对议案投了赞成票。

她表示持有S舜元股票已经赚了钱，而且希

望股改方案能够通过，“要是不能通过，还

要折腾，一停牌就是成本啊。资金要成本，还

有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

5月16日，S舜元公告，盈方微电子控股

股东盈方有限及其实际控制人 （即公司的

潜在实际控制人）陈志成补充业绩承诺：自

盈方有限受让的公司股份过户完成、 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 公司2014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5000

万元，2015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不低于1.25亿元。同时明确了未达产的补偿

条件。

盈方微2012、2013年营业总收入分别

为1.42亿元、1.66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分别为0.27亿元和0.12亿元，为何敢

作此业绩承诺？

盈方微高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有此自信， 首先是因为公司近年来订单不

断，实现借壳上市后，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

力量迅速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 公司过去

受限于资金投入和人才的不足， 每年新开

发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其次，公司

不再去挤IPO独木桥而是借壳上市， 就是

为了抓住未来五年的发展机遇。 “我们认

为未来五年是这个行业的黄金时期。 ” 这

位高管说。

股东大会现场，S舜元董事长史浩樑和

盈方微董事长陈志成均表示，若股改和重组

完成，将致力于“回归企业发展本身” ，在芯

片领域实实在在做实业，公司过去的房地产

相关资产将按计划剥离。

嘉宝华拟5500万买地购房

嘉宝华（430579）6月3日公告，公司6月2日召开2014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珠海市特力

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5500万元的价

款收购珠海市特力集团有限公司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科技

工业园B12-2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 截至公告

发布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尚未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本次资产

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方交易。

本次拟收购的地块面积为26,666.27平方米，规划建筑面

积52,117.2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物流仓储用地，已建成并取

得房地产权证的厂房一栋，建筑面积5,404.37平方米，已建成

未取得房地产权证明的在建工程两栋，建筑面积19,668.86平

方米，已报建尚未建设面积27,138.24平方米。

公司表示， 公司收购特力公司厂房及土地总价不超过人

民币55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 本次收购

厂房及土地拟用于公司的物流仓储。 （张玉洁）

伊利股份称婴幼儿配方奶粉工厂全部第一批获证

针对有报道称伊利4家工厂未通过婴

幼儿奶粉生产许可证审查一事，伊利股份6

月3日晚公告称，公司所有生产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工厂全部第一批通过新细则审核，

获得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

5月30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

了符合《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2013版）》的82家生产企业名单。名单公布

后，有媒体报道称伊利股份有4家工厂未通过

本次审查，其中包括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石河子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黑龙江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杜尔伯

特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 伊利

股份表示， 报道中提到的4家工厂不在公司

提交的生产许可审查名单中，是因为它们不

需要申请获得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

公告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是集团公司名称，不是具体工厂，按

照国家新的相关规定， 因所有工厂都分别

获得了生产许可证， 所以集团公司不需要

再持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 杜尔

伯特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现

在不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只生产休闲奶

食品，已获得乳制品生产许可证，所以无需

申请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 石河子

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及黑龙江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不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成

品，只生产基料粉，按照新细则规定，颁发

的是乳制品生产许可证， 不需要申请婴幼

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王锦）

事业合伙人继续增持万科A

万科B今日起停牌或不再交易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万科6月3日晚公告，6月3日，代表公司

1320名事业合伙人的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

业（有限合伙）购入6184.23万股公司A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0.56%。 盈安合伙6月3日

购买均价为8.42元/股， 共使用约5.21亿元

资金。 盈安合伙表示，将继续增持万科A股

股票。

盈安合伙已是连续第四天大手笔增持

万科A。 四天时间盈安合伙已购入约14734

万股公司股份。

万科同日发布公告称，公司B股股票自

2014年6月4日起停牌。 此后公司B股股票

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

算交收阶段，B股将不再交易。 公司A股股

票不停牌。 若出现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股份数超过B股总股份数的三分之一，即申

报股份数若超过438,318,489股， 现金选

择权方案将不予实施， 现金选择权将不予

清算交收，万科B股将复牌并继续于深交所

B股市场交易。

公司同日发布5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

目情况简报。 2014年5月，公司实现销售面

积122.9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145.4亿元。

2014年1-5月， 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647.3万平方米，销售金额815.2亿元，分别比

2013年同期增长7.0%和16.2%。

鄂尔多斯停牌或涉B转H

鄂尔多斯6月3日晚公告称，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可

能涉及公司B股转到H股上市，目前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待取

得进一步进展后公司将进行更详细的披露。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年6月4日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

重大事项， 并于此次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公告事项

进展情况。（于萍）

光大研报唱空 伊利或遭“错杀”

□本报记者 王锦

光大证券分析师邢庭志的一份 “看

空” 报告， 令一季度末基金第一大重仓

股———伊利股份（600887）6月3日市值蒸

发约53亿元。该份报告认为，“伊利股份未

来5年将遭遇低温奶、 常温酸奶和进口奶

实质性冲击” ，并给予“卖出”评级。

对此， 包括行业专家及分析师在内的

不少人士均表达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该

份报告观点不成立，无论是低温奶、常温酸

奶还是进口奶在一段时间内并不足以撼动

伊利的龙头地位，且伊利也是低温奶、常温

酸奶、进口奶的积极参与者及布局者，上述

三个领域有望为伊利未来业绩增长作出不

同的贡献。

光大报告列举唱空三理由

6月3日， 端午节假期后首个交易日，

伊利股份小幅低开，随后股价遭遇重挫，截

至收盘下跌7.75%，报收于31.32元，当日成

交7205万股，金额达22.97亿元。 伊利股份

不仅成为沪深两市当日成交量最大的个

股， 成交金额也成为其近五年以来的第二

大成交额。数据显示，伊利股份总股本20.4

亿股，6月3日每股下跌2.63元， 以此计算，

伊利股份当日市值蒸发53.65亿元。

伊利股份二级市场上的“惨状” 缘于

光大证券分析师邢庭志的一份名为“伊利

将遭遇低温奶、 常温酸奶和进口奶的全面

冲击”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邢庭志从低温奶、常

温酸奶和进口奶等三个方面给出了看空

伊利的三个理由， 认为伊利股份未来5年

将遭遇低温奶、 常温酸奶和进口奶实质性

冲击， 伊利股份的常温奶经营战略将遭遇

重大挑战，毛利占比71%的液奶将遭遇低

温奶、常温酸奶和进口奶的持续高成长带

来的替代风险， 预计公司在未来5年将面

临常温奶增速持续放缓的风险，公司将加

快战略调整，加大在低温品项上的资本和

费用支出，预期盈利从2016年开始下滑。

报 告 还 指 出 ， 预 期 伊 利 股 份

2014-2016年EPS为1.99元、2.04元和1.90

元，6个月目标价22.7元，对应2015年11倍

市盈率，给予“卖出”评级。

一位行业知情人士称， 在4月份的一

次针对国内乳企发展的路演上， 邢庭志便

对其表示不看好伊利，而是看好光明，“我

当时便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很看好伊利，就

此我们还有所争论，没想到他还发出了62

页的看空报告。 ”

除了此次伊利的看空报告之外， 在乳

制品行业，今年以来，邢庭志曾发布4篇关

于光明乳业的报告， 全部给予光明乳业

“买入”评级。

乳业专家力挺

长期研究乳品行业的普天盛道董事

长雷永军认为，无论是低温奶还是常温酸

奶都不可能撼动伊利、蒙牛的地位。 低温

奶增长很快，但无法忽视的问题是目前其

所占比重仍很低，且低温奶份额中半数左

右为伊利、蒙牛所掌控；而常温酸奶只是

个潮流型产品， 对于白奶根本谈不上替

代，何况具有完整渠道网络的伊利、蒙牛

只要投入精力大力推广，也能够在常温酸

奶上取得成绩。

据了解， 伴随着光明常温酸奶莫斯利

安在销售上的成功， 伊利已推出常温酸奶

安慕希，蒙牛也推出常温酸奶“纯甄” 。 此

前，伊利股份相关人士曾表示，安慕希产品

目前供不应求， 下半年随着产能投放将会

大规模推广。 国海证券预计伊利常温酸奶

在2014年销售有望达到10亿元。

雷永军还称， 进口奶的快速发展确

实需要引起重视， 因为其瞄准的就是伊

利金典、蒙牛特仑苏等高端产品，其低价

倾销会给伊利、蒙牛带来影响，但一段时

期之内进口奶尚不足以对伊利、 蒙牛形

成冲击， 国内乳企需要针对此进行战略

上的调整。

乳业专家宋亮也认为，进口奶快速发

展有其内在原因，但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控

制中国市场。 宋亮指出，国内乳企对于本

土市场的了解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都是

国外企业无法企及的。 而且，国内企业加

快了海外布局，一方面与国际大型乳品企

业合作，将品牌和产品引入进来，增强其

博弈其他洋奶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海外

资源的布局，随着时机成熟，将直接组织

海外生产线生产低价、 高品质的牛奶，与

洋奶竞技。

伊利股份去年11月曾公告与意大利

最大乳品生产商斯嘉达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双方虽未披露合作细节，但

知情人士称， 双方合作主要是斯嘉达公

司为伊利生产UHT乳制品， 伊利将借此

跟国外厂商共同抢占高端UHT进口奶的

份额。

多数分析师仍“坚定看好”

“惊闻某券商62页报告看空伊利，我

们认为论据不支撑结论。 ” 海通证券相关

分析师明确表示，“我们对于公司成长逻

辑没有变化， 坚定看好，2014年EPS1.87

元，对应17倍PE，给予25倍PE，对应目标

价46.75元，买入评级。 ”

海通证券认为， 邢庭志看空伊利的三

个理由均不能成立。 目前我国常温奶和低

温奶销售额之比为8:2， 沿海大城市约为

7:3。 低温奶最大的瓶颈在于冷链运输和

销售，沿海不存在冷链问题，低温产品也仅

占30%，我国原料市场在北方，消费地在南

方，低温产品难以大面积推广，成本过高。

另外， 低温和常温的消费更多受到消费习

惯驱动。

海通证券还表示常温酸奶彻底替换白

奶也不成立。“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品类，

有人喜欢白奶，有人喜欢酸奶。 ”“常温酸

奶是创造需求，而非替代传统白奶的需求，

常温酸奶空间从过去100亿元预计到2015

年提升为300亿元， 而同期高端白奶年均

35%增长，并未萎缩。 ”

海通证券还称，通过近期走访进口奶

代理商，发现进口代理商目前处于微利或

者亏损的边缘，渠道利润远低于国产奶渠

道利润。 同时，目前从事进口奶的多为代

理商而非品牌运营商，不具备品牌溢价能

力，只能打价格战。“当前进口奶占高端液

奶20%左右，判断5年后高端白奶空间200

万吨左右，进口奶占比50%，但其中伊利、

蒙牛、 光明OEM （代工） 的产品占比

25%，纯国外进口仅占比25%，并未大幅

提升。 ”

海通证券还给出了长期看好伊利的5

个理由： 包括费用下降趋势带来的净利润

提升、O2O布局明显打击进口奶销售、未

来加速引进进口OEM产品、 原奶价格下

降、 婴幼儿奶粉份额的提升和产品结构的

高端化。

事实上， 海通证券的看法代表了多数

券商分析师的观点。 今年4月30日伊利股

份发布年报及一季报至今，包括中信、申银

万国、 中金等在内的各大券商发布了大约

24份关于伊利股份的报告，均对一季度业

绩超预期的伊利予以看好，并给予“强烈

推荐” 、“买入” 、“增持”等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