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高新

叫板“恒大”欲夺冰泉商标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一处水源供全球” 的恒大冰

泉自2013年11月推出以来， 销售份

额增长率位居全国包装水行业首

位。 就在恒大冰泉的品牌越发响亮

之际，远在江西的A股上市公司恒大

高新（002591）却提出了异议。10月

13日晚，恒大高新发布公告称，该公

司拥有饮料商品的“恒大” 商标，公

司已向工商部门投诉， 展开商标维

权行动。

恒大高新介绍，2010年5月21日，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

准， 该公司获得了注册号为6931816�

号“恒大” 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为第

32类：包括啤酒、豆类饮料、可乐、奶

茶 （非奶为主）、 植物饮料、 纯净水

（饮料）、蔬菜汁（饮料）、无酒精果汁

饮料、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饮料

制剂。 专用期限自2010年5月21日至

2020年5月20日止。

恒大高新表示， 该公司拥有的

“恒大” 商标目前处于有效状态，且

在商业经营中得到广泛使用，依法享

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并受法律保护。

恒大高新认为，自2013年11月份

起， 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使用

未注册的“恒大冰泉” 商标大肆宣传

和销售饮用水产品， 已对公司拥有的

“恒大”商标造成侵权事实。

恒大冰泉是恒大集团的重要产

品，2013年11月10日， 在恒大亚冠夺

冠的第二天，恒大集团正式对外宣布

进军高端矿泉水市场。 今年年初，恒

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曾宣布，

2014年恒大冰泉将达成100亿元销售

目标，2016年将实现300亿元以上的

销售额。

恒大高新透露，截至目前，工商部

门已对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生

产销售的“恒大冰泉” 产品在江西省

南昌市、景德镇市、新余市、鹰潭市等

多地进行侵权查处。

■ 责编：熊勇宏 电话：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4年10月14日 星期二

公司新闻

ompanies

A08

C

■“新三板” 动态

熊猫烟花被东营国际高位举牌

□本报记者 王小伟

熊猫烟花10月14日发布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称， 出于二级市场投资

的目的， 东营国际金融贸易港有限公

司所持熊猫烟花的持股比例超过5%，

触及举牌。

根据公告，2014年9月3日至12

日，东营国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份82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4%，本次买入

的价格区间为19.36元/股-24.89元/

股；9月12日，东营国际卖出公司股份

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卖出

的价格为23.95元/股；9月30日，东营

国际再度买入25万股， 占总股本的

0.15%， 买入的价格区间为23.81元/

股-24.10元/股；10月8日， 东营国际

卖出11万股，占总股本的0.07%，本次

卖出的价格为23.46元 /股；10月10

日，东营国际买入股份56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34%， 本次买入的价格

区间为21.92元/股-22.20元/股。截至

2014年10月10日， 东营国际共计持

有熊猫烟花股份869.8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24%。

东营国际称，其在未来12个月内

将根据公司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

价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增持或减持熊

猫烟花股份。

茅台五粮液惊现300元价差 牛栏山低端酒扩张凶猛

高端白酒跌价尚难言底

□本报记者 王锦

900元左右的茅台，600元左右的

五粮液，自白酒行业调整以来，高端白

酒的批发价、终端价一路下挫，随之而

来的还有五粮液降低出厂价、 泸州老

窖降低出厂价，然而，“一夜回到解放

前” 的价格并不是底部。 业界认为，高

端白酒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仍

然高悬，在探索量价平衡的过程中，高

端白酒仍然面临着价格螺旋式下降的

风险。

高端酒价格挑战仍在

“目前五粮液的批发价为550元，

茅台的批发价为850-900元， 老大和

老二之间这么大的差价是不正常的。

茅台的高价处于极度脆弱的平衡中，

非常危险，价格一旦垮塌，就会直接降

到750元，说不定是650元，最后茅台

就会被迫降出厂价。 ” 盛初咨询董事

长王朝成10月9日在重庆糖酒会期间

的一个白酒论坛上表示。 尽管王朝成

解释这只是其个人目前对于茅五价差

过大的一种困惑和担忧， 也希望茅台

能够挺住稳住， 但这一席话仍然引发

了白酒界巨大的讨论。

贵州茅台销售公司总经理王崇林

10月11日也在经销商大会上称，茅台

不会降出厂价。 “茅台要走的是高端

路线，只是要把以前的政务、公务消费

转变为大众消费， 但也是大众里面的

高端消费，所以茅台不会降价。 ”

尽管茅台已做出表态， 但不能否

认的是， 终端价格已降至900元左右

的茅台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量价平

衡。去年以来茅台已数次放开经销权，

市场供应量大幅增加。有经销商表示，

部分县新开茅台店一旦不能消化，则

会成为破坏价格体系的因素。 也有经

销商称，因为五粮液的降价，对市场造

成较大压力， 在买一瓶茅台几乎等于

买两瓶五粮液时， 原本左右摇摆的客

户容易失去。

五粮液在今年5月份宣布下调核

心产品普五出厂价至609元/瓶，国庆

节前，五粮液再度传出将在节后出台

对于经销商政策奖励的消息，完成任

务的经销商将按比例获得一定低价

货奖励，奖励后的平均价格为576元。

白酒专家、海纳机构总经理吕咸逊日

前在酒业家举行的首届中国酒业市

场论坛上表示，五粮液价格仍有下行

的可能， 年底前预计会到509元。 华

泽集团董事长吴向东也指出，五粮液

到了该重视渠道商生存的时候，出厂

价500元/瓶、一批价550元/瓶、零售

价650元/瓶，应该是五粮液合理的价

格设置。

吕咸逊还认为， 高端白酒必须价

格合理了才能平衡出销售业绩。 这从

泸州老窖的业绩上可见一斑， 泸州老

窖10月9日预告前三季度业绩， 预计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21,502万元-135,002万元，同比

下降50%-55%。 公司称，受宏观政策

和白酒行业深度调整的影响， 公司中

高档产品销售下滑， 导致公司产品毛

利率、净利润下降。

去年泸州老窖对国窖1573一直

采取挺价战略，2013年9月还逆市大

幅提价， 导致去年四季度与今年上半

年国窖1573断崖式下降。 泸州老窖不

得不在7月25日对该策略进行修正，

宣布降低国窖1573价格，在零售指导

价下降五成的同时， 经销商结算价也

同样出现超过40%的大幅下降。 但由

于已错失部分市场机会， 终端动销仍

不尽理想，为消化库存，泸州老窖还于

国庆节前发布通知， 全面停止国窖

1573经典装的供应。

王朝成认为，必须清醒意识到，尽

管名酒企业都在采取多种措施稳住价

格，但并不能改变价格收缩的趋势，今

天的高档白酒行业已经不可避免地进

入了一个螺旋式下行通道。

大众酒增量扩容

在泸州老窖宣布业绩大幅下滑之

时，旗下拥有“牛栏山” 二锅头的顺鑫

农业则继续“预喜” 。 顺鑫农业9月26

日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38-3.18亿元，同比增

长50%-100%。 第三季度公司盈利

3451-4141万元， 同比增长 150%

-200%。 白酒销售市场扩大，销量及

销售收入增加， 是顺鑫农业大幅增长

的主要原因之一。

宏源证券陈嵩昆认为，低端酒品

牌化趋势下， 牛栏山外埠市场持续

扩张可期。近年来低端大众消费较快

升级，品牌化趋势预计可持续。 光瓶

酒市场过去被各种杂牌所占据，而牛

栏山产品依靠品牌与渠道推力，不断

挤占地产光瓶酒的份额，实现收入的

持续较快增长， 且盈利能力保持提

升。牛栏山已从传统强势的华北地区

延伸至长三角地区， 未来区域扩张

空间足。

事实上， 对于大众酒的讨论也成

为今年重庆糖酒会的热点之一。 王朝

成表示， 未来高端白酒没有那么大的

量，而中产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扎实，低

端酒消费量也会慢慢减少，“低端会

升级，高端会下延” ，中国白酒行业的

纺锤形结构正在形成，一旦形成，中国

白酒的周期化就会不明显， 宏观经济

对白酒的影响也将不大。

数据显示， 白酒行业1-7月全国

规模以上企业完成酿酒总产量700.56

万千升，同比增长7.04%；完成销售收

入2820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62%；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377.84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2.96%。

王朝成认为， 产量影响不大而利

润下滑的根本原因是中产消费，“300

块钱以上的白酒在全中国不超过50万

吨，中国有1000万吨的产能，这50万

吨白酒仅占5%，50、80、100块钱的酒

仍然在卖，而且非常稳定。 ”

糖酒会期间， 贵州茅台也传出消

息，将推出几款定位为大众酒的“赖

茅” 产品。

吕咸逊表示， 大众酒未来3-5年

将聚焦在50-200元和10-30元，这两

个价格区间将继续增量增价扩容，但

竞争激烈，费用提高，二线名酒和省级

龙头酒企将会受益。其中，拥有根据地

市场和大单品的酒企将有较强的抗风

险能力。

酒企“混改” 将带来红利

“混合所有制将给白酒企业带来

改革红利。 ” 海纳机构总经理吕咸逊

在酒业家举办的中国酒业市场论坛上

表示。

由于历史原因， 白酒行业内多数

企业均为国有性质， 在目前的行业形

势下， 国有体制已经成为酒企应对行

业调整的一个阻碍， 五粮液集团董事

长唐桥、 山西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

已多次表达出“国有体制对于市场化

机制的束缚和限制” 的观点，白酒企

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早该提上日程。

事实上， 在此之前， 包括贵州茅

台、酒鬼酒、金种子酒、沱牌舍得、老白

干酒等上市酒企均先后传出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消息。 最近的传闻来自于金

种子酒和沱牌舍得。 金种子酒因重大

事项于9月1日停牌， 多方消息称该重

大事项正是金种子集团将引入战略投

资者复星集团， 但公司于9月19日公

告因条件不成熟而终止筹划该事项。

沱牌舍得也于9月1日公告了拟引进战

略投资者对沱牌舍得集团进行战略重

组的消息， 传闻中的战略投资者包括

中粮集团和复星集团。此外，酒鬼酒也

于前期传出了中粮集团或间接入主的

消息。尽管均未能有实质进展，但业内

指出，在国家“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 的导向之下，前述酒企的改制

已是板上钉钉，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

前述有改制传闻的上市酒企股价一度

出现大幅上涨。

吕咸逊称， 白酒行业处于深度调

整期，其产业集中化的窗口已经打开。

挑起产业整合的龙头企业有洋河和五

粮液，资本整合的先锋则有复星集团、

招商局和中信产业投资基金。

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此前预

言，未来几年，国有体制的大型名酒企

业都将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 将通过

“混改” 获得空前的解放，当国有企业

的资源、 外企快消品的管理模式与民

企灵活的管理机制有机地融合于国有

企业时， 必然会从根本上改变白酒行

业的整体格局。

李秋喜在糖酒会期间举办的汾

酒经销商大会上介绍，汾酒集团目前

的业务未来将整合为几大业务单元，

分别为：汾酒业务板块、竹叶青酒业

务板块、杏花村酒业务板块、集团本

部个性化业务板块、国际贸易业务板

块，汾酒集团通过股权与各业务板块

相连接。这几大业务板块最终都要完

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创造条件逐步

上市。

除此之外， 由于销售形势的变

化，白酒销售渠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已然启动。 此前，山西汾酒控股子公

司汾酒销售公司和新晋商酒庄合资

成立 “山西汾酒创意定制有限公

司” ，其中汾酒销售公司占51%股权。

汾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汾酒销售公

司总经理刘卫华在经销商大会上还

称， 上海汾酒销售公司将很快成立，

该公司国有股比例为40%，民营的战

略经销商和财务投资人参股，而且实

现精英团队的持股。 五粮液董事长唐

桥此前也透露，在五粮液营销体系的

改革中，将针对几大营销公司探索引

入资本，朝混合所有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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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工整合旗下科技产业公司

军工总装业务申请90亿元贷款

□本报记者 陈静

中国重工10月13日晚间公告，公司

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90亿元的优

惠利率流动资金贷款，用于下属的大连

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子公司

的重大军工总装及配套任务。 此外，为

推进科研院所科技产业的资产证券化

进程，中国重工将对旗下的科技产业公

司进行重组整合。

总装业务申请90亿元贷款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重工2014年初

增发完成收购大船、武船的核心军品总

装业务，此次申请90亿元的优惠利率流

动资金贷款，意味着上述军工企业的重

大军工总装及配套任务即将进入实施

阶段，不仅有助于中国重工军工业务的

稳步发展，也将进一步巩固中国重工军

工行业上市旗舰的地位。

公告介绍，中国重工拟向中国进出

口银行申请90亿元的优惠利率流动资

金贷款，用于下属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子公司

的重大军工总装及配套任务。

“核心军品总装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中国重工后，后续发展一直备受关注。而

此次重大军工总装申请90亿元贷款，显

示军工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 在上市公

司平台上融资能力进一步增强， 为更好

地完成军工总装配套任务， 促进军民融

合起到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 一位业

内人士介绍。

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10月9日表

示， 各军工集团公司要深入研究提出

“军转民” 的重要思路和重大举措。“要

深入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要针对军工行业存在不合理的重

复建设、 军工与民口资源共享不够、军

民科技相互支撑和转化不够等亟需解

决的问题，研究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政

策措施。 ”

加快科研院所资产证券化

为加强产业公司管理，推动科技产

业发展，推进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分步

实施” ， 促进科研院所科技产业的资产

证券化进程，中国重工拟对旗下的科技

产业公司进行重组整合。

中国重工下属16家科技产业公司

中，其中10家为全资子公司，6家为直接

或间接控股公司， 其中包括原属707所

的七所高科等3家公司，原属711所的齐

耀系统工程等4家公司，原属716所的杰

瑞电子等3家公司，以及原属725所的青

岛双瑞等6家公司。

中国重工介绍， 本次重组整合，拟

按照科技产业公司历史沿革分别设立4

家控股公司。 其中，七所控股有限公司

下辖七所高科等3家公司， 齐耀控股有

限公司下辖齐耀系统工程等4家公司，

杰瑞控股有限公司下辖杰瑞电子等3家

公司，双瑞控股有限公司下辖厦门双瑞

等5家公司。

同时，中国重工拟采取新设方式组

建控股公司，有关科技产业公司作为上

述控股公司的子公司。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重工此次对旗

下科技产业公司进行资产整合，科研院

所的资产划分更为明晰，其实质就是为

“整体上市、分步实施” 奠定基础。 目

前，中船重工集团拥有完备的舰船研发

体系和仅次于中国科学院的工程技术

科研团队，下属28个研究所在舰船装备

研发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80%。

2013年，中船重工集团科研院所资

产收入约为350亿元、 毛利率高达20%

-30%。 据安信证券的研究， 在集团

2013年103亿元利润总额中，有约三分

之二来自中国重工以外资产，其中科研

院所可能占到大部分，院所资产的盈利

可观，增厚效应明显。

泸州老窖加码小酒“泸小二”

□本报记者 王锦

白酒行业的持续调整倒逼名酒企

业加快转型步伐， 而消费及竞争趋势

的变化又促成了“小酒”的兴起，越来

越多的名酒厂加入到“小酒”开发阵营

中来，并开始重视小酒产品的运作。

继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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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推出小酒品牌

“泸小二”之后，泸州老窖继续加大

对小酒的开发推广力度，日前宣布

全面升级“泸小二”，发布

7

款“泸小

二”

FOR ME

产品。

泸州老窖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博

大公司总经理李小刚表示，

80

、

90

后作

为白酒未来的消费人群， 正在成为下

一个

10

年中国酒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 作为泸州老窖博大酒业未来几年

的战略之一， 今后泸州老窖将从产品

理念、市场定位、价位等方面关注年轻

消费群体， 因此泸小二

FOR ME

产品

在酒体风格上做了调整， 在产品外观

上进行色彩丰富， 以满足消费群体个

性化审美需求。

在白酒“黄金十年”，售价不高、

利润不厚的“小酒”市场并未引起名

酒厂的关注，小酒阵营中较为知名的

也只有二锅头和保健酒劲酒。 伴随着

行业的调整，包括郎酒、泸州老窖、五

粮液、西凤在内的诸多名酒厂均加入

“小酒”阵营。 据悉，郎酒的小酒产品

“歪嘴郎”年销售额已达到

10

亿级。

有业内人士称， 伴随小酒市场的

快速发展和名酒企对于小酒的充分尝

试， 预计未来几年小酒市场将成为白

酒行业新的战场之一。 但也有业内人

士对于仅立足于包装创新的小酒能否

真正给深度调整中的白酒行业带来改

变表示担忧。

云投生态业绩变脸预亏千万

□本报记者 刘兴龙

10月13日晚，云投生态发布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司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为亏损， 亏损金额

为1100万元–1300万元。

此前， 云投生态曾预计2014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盈利金额

为100万元至300万元。

公司称，报告期内，受雨季及部分

项目业主方施工面交付滞后影响，公

司工程项目施工量不足，导致2014年

1-9� 月实际工程收入比预计工程收

入下降，使净利润较2014年半年报中

预计的金额出现下降。

百视通及东方明珠

第一股东变更为文广集团

□本报记者 王小伟

百视通和东方明珠10月14日同

日公告称， 两公司第一大股东由广电

发展变更为文广集团公司。

百视通公告表示，2014年10月12

日， 公司接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通知， 文广集团公司与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东方传媒 , 文广集团持股

100%） 及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广电发展,文广集团持

股100%）拟进行吸收合并，公司第一

大股东将由东方传媒变更为文广集团

公司。吸收合并后，文广集团公司将直

接持有公司46688.51万股股份， 占公

司总股本的41.92%，成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变。

东方明珠公告表示， 广电发展所

持有的公司144026万股股份及东方

传媒所持有的公司112万股股份将并

入文广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后，文广集

团公司将直接持有公司144139万股

股份， 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45.24%，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地

位不变。

回天新材

诉“跑路”创业伙伴一审胜诉

□本报记者 向勇

“非年龄身体原因不能跑路！” 回

天新材10月13日晚公告称， 公司诉3

名原股东违背履职承诺相关协议案

（或其衍生纠纷案）一审宣判，公司均

胜诉。有关部门专业人士认为，本案应

是中国A股公司中创业团队 “跑路”

官司第一案，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意义。

根据公司公告， 由湖北省襄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三份民事判决书

一审裁定，三案的被告，均属“非协议

约定排除原因辞职离开公司” ， 因此

触发了协议约定：原来获得的公司股

份，按提出辞职时公司每股净资产价

格，转让给公司在职执行董事。

法院判决， 被告戴宏程应将所持

回天新材股票45万股， 以每股8.67元

的价格转让给公司目前在职的5名董

事，即包括公司董事长章锋在内，以及

吴正明、刘鹏、王争业和史襄桥。 被告

许俊的情况同样如此， 只是股票数量

为1900094股， 价格则为12.25元每

股。另一名被告杨建华，此前已经与公

司达成和解协议， 承诺支付补偿金

350万元，但拒不履行，这回被法院判

决如数支付。

另据公司公告， 另有两名公司

原股东刘金伟、罗纪明，因违反与公

司签订的履职承诺相关 《协议书》

而被公司主张权利， 但目前已经与

公司和解。

同济医药创新项目获省科技厅认定

□本报记者 于萍

同济医药（430359）公告称，

公司收到湖北省科技厅下发的《省

科技厅关于下达2014年湖北省科

技计划项目（第一批）的通知》，公

司申报“中药新药鱼腥草鼻喷雾剂

的临床研究” 项目被认定为“2014

年湖北省重大科技创新计划项

目” ， 公司将获得湖北省财政厅下

发的项目资助。

同济医药表示，“中药新药鱼

腥草鼻喷雾剂的临床研究” 是公司

长期以来努力跟进的项目，体现公

司自主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公司将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好

湖北省科技创新项目的平台，完善

产业合作机制， 加强协同创新，为

湖北省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