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联赛冬季转会雄霸全球第一

上市公司“玩”足球开启烧钱模式

本报记者 蒋洁琼

国际足坛传统的冬季转会期，历年都是欧洲主流联赛以及传统豪门俱乐部在唱主角，但2016年出现巨大改变，因为中国俱乐部的疯狂投入，特别是几家A股上市公司旗下俱乐部不断以破纪录的价格引进球员，让这个冬窗转会期显得“西方不亮东方亮”。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落地、足球俱乐部的商业模式逐渐受资本市场认可、相关产业链的商业潜力日益显现，上市公司大举收购中超中甲俱乐部已是近年中超联赛的常态。 不过，目前中国足球商业开发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上市公司的烧钱投入存在巨大隐忧。

助力中超烧钱

据统计，截至1月28日，中超联赛的转会净投入超过1.51亿欧元，力压英超联赛的1.49亿欧元，成为2016年冬季转会期投入最多的联赛。

本次转会标王榜的前三位均是中超联赛俱乐部所贡献。 江苏苏宁以2800万欧元引进巴西国脚、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中场球员拉米雷斯，成为全球标王；上海上港以1850万欧元从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引进球员埃尔克森，排名第二；华夏幸福以1800万欧元从意甲罗马足球俱乐部引进球员热尔维尼奥，名列第三。 据了解，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作为苏宁集团旗下新注入的资产，在引入拉米雷斯后还将继续引援。 也就是说，A股上市公司助力中超联赛烧钱的大戏还远未结束。

事实上，A股上市公司大举收购中超中甲俱乐部，已是近年中超联赛的常态。

2014-2015赛季，上海东亚被上港集团（600018）以约2亿元的价格收购。 上港集团2014年年报显示，2014年12月19日，东亚俱乐部更名为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3,000万元，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在引入名帅和知名球员后，上海上港2015-2016赛季夺得中超联赛亚军，一举杀入亚洲足球冠军联赛。

2015年1月，华夏幸福（600340）宣布收购中甲球队河北中基，并将其更名为河北华夏幸福，聘请塞尔维亚名帅安蒂奇为球队主教练，签约三年。 经过一个赛季的打拼，华夏幸福成功升入中超联赛。 在引进热尔维尼奥等一干球员后，业内人士预料其新赛季将大有作为。

2016年1月19日，乐视网（300104）控股股东和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宣布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在俱乐部经营、俱乐部品牌建设、俱乐部青训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合作，并探讨未来股权合作的可能性。 更名后的北京国安乐视队公布了新赛季的强大阵容，包括聘请意大利著名教练扎切罗尼为新任主教练，引入4名强力外援，分别是巴甲MVP奥古斯托、科林蒂安后腰拉尔夫、克莱伯和二次归队的克里梅茨。 乐视体育CEO雷振剑表示，国安在乐视体育整个生态链中基本上算是最后一块拼图了，未来会将很多资源注入国安俱乐部经营管理中。

绿地控股（600606）相关人士也表示，公司是整体借壳上市，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等于是打包进来的，现在属于上市公司旗下资产。 不久前，上海绿地申花以500万英镑签下纽卡斯尔联队的后腰蒂奥特。

苏宁云商（002024）的控股股东苏宁也以收购的形式接收江苏舜天队。

除了直接购买足球队，还有很多A股公司参与到足球产业链中来。 如雷曼股份作为2011至2016赛季中超联赛官方赞助商及中国足协战略合作伙伴，为中超联赛提供LED设备；华视传媒是中超联赛的官方媒体合作伙伴；体育之窗也以资源置换方式成为中超联赛的赞助商。

足球产业吸引力

受政策红利不断落地、足球俱乐部商业模式逐渐受资本市场认可、相关产业链商业潜力巨大等因素吸引，A股上市公司近年来热衷于逐鹿中超联赛。

从产业链角度看，足球俱乐部不仅仅包括球队，还包含了球场、训练基地以及电视转播权等资产。 上市公司参与其中，不仅可在资产多元化方面开拓空间，还有商业开发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商业潜力。 在这样庞大的市场空间中，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足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商业模式逐渐受到市场的认可。

2015年2月2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 随着足球行政管理部门管办分离、足球校园计划以及足球体育中考等具体措施的逐步推进，足球人口基数扩大已成趋势，足球相关产业蓬勃之势不可逆转。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体育产业总规模到2025年将超过5万亿元。 从全球体育项目营收结构看，足球占总体比重的40%以上。 齐鲁证券报告预测，“按照中国体育产业两万亿市场空间计算，足球产业市场空间在8000亿以上。 ”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挂牌新三板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2010年2月26日，广州市体育局出具《关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广州市足球发展中心将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100%股权以2003.28万元转让给恒大集团。 随后，恒大集团开始加大对俱乐部的资金投入。 广州恒大成本结构为：一线队费用占比74%；球员技术资产摊销占比17%；比赛成本占比7%；其他占比2%。 据披露，其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5月的主营业务成本中“一线队费用”作为最大的成本，分别达到6.73亿元、5.75亿元和2.16亿元。

随着广州恒大五年连霸中超冠军、三年两夺亚冠冠军，战绩上的日益成功带动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 球市数据显示，恒大淘宝、上海上港2015-2016赛季上座率分别是68.4%、45.9%，较前一赛季62.4%、22.5%的上座率分别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中超联赛观众人数逐年攀升，球迷黏合度日益紧密，粉丝经济的助力，将进一步推动足球产业的发展。

广田股份（002482）日前斥资1.5亿元认购恒大淘宝375万股权。 中投证券分析人士表示，广田股份1.5亿买的是恒大淘宝的“协同+知名度+股权”，尽管公司1.5亿元入股仅占比1%，对应恒大淘宝整体的估值是150亿，入股价格相对偏高，但从广告传播角度来考虑，1.5亿元并不贵，因为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是球迷的焦点，是广告的入口，未来广田可利用股东身份进一步推广自身品牌。

烧钱背后现隐忧

与投入相对应的是回报。 由于当前我国足球商业开发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上市公司对足球俱乐部等相关产业的巨大投入，也隐隐藏着一定的风险。

目前中超公司的收入可分为三部分：主要赞助商的“冠名赞助收入”、其他赞助商的“广告赞助收入”、中超联赛的版权销售。 2015年9月25日，体奥动力以5年（2016-2020）80亿元的“天价”拿下了中超的版权，平均每年16亿元人民币，相较于2015赛季的8000万左右，翻了20倍。 不过，对于巨额版权收入，中超电视转播权将如何分配，中超公司和各俱乐部之间将如何分配，还需静待赛事成绩等多方面因素再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业内人士介绍，多数中超俱乐部盈亏能以做到平衡，常常出现巨额亏损，只能寄希望于以成绩论英雄以及相关产业链的商业价值开发。 不过，现阶段我国足球商业开发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相关产业链商业开拓难度较大。

事实上，近三年来，中超可能只有辽足一家俱乐部实现了盈利。 据了解，辽足只是通过出售于汉超、杨旭等国内一流球员以及盘锦政府每年3000万扶持资金，才勉强实现了盈利。

恒大淘宝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其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5月的主营业务总收入分别是4.07亿元、3.4亿元和0.85亿元。 相较于公司同期的主营业务成本，支大于收。 而且，各项收入占比显得“头重脚轻”。 以其2014年主营业务构成为例，公司的广告收入为2.23亿元，门票收入为5454万元，比赛出场费及奖金收入为3600万元，授权使用费收入为341万元，商品销售收入为2384万元，其中广告和门票收入占比分别为65.4%和16.02%，授权使用费收入占比仅为1%。

以成绩论英雄的一个后果是，各俱乐部多不够重视青训而过于注重一线队成绩，从而造成球员“青黄不接”，如此，中超烧钱模式将不能持久，一旦国家队长期不能在国际大赛出线，现有的烧钱模式必定会反噬中超目前良好的上升势头，对上市公司品牌也是反作用。 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恒大青训和体校青训等少量青训机构，中国足协下面唯一的足球青年训练基地则因为报名人数不足而被取消。 《体坛周报》足球记者马德兴表示，“中国足球需要资金，但诸多热钱盲目进入中国足球市场，我并不认为都是好事。 因为急功近利，而不够重视青少年球员的培养。 设想一下，如果中超16家俱乐部每一队都至少给一名年轻球员机会的话，中国国奥队还愁找不到球员？ ”

业内人士还指出，国内联赛在转会模式上还远未有欧洲俱乐部的成熟经验，一些俱乐部只论球员名气，不看球员状态，一些球员身价“虚胖”，成为“水货”。 中超“人傻钱多速来”，反而会使得俱乐部投入成本加大，成绩平平，给上市公司的足球俱乐部资产快速升值带来一定的风险。

部分中超俱乐部股权变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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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涉“足”大事记

◆ 2015

年

3

月，新文化与烙印文化达成协议，共

同设立新文化烙印传媒有限公司，占股

51%

。烙印文

化为多个国外模式版权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合作伙

伴，覆盖媒体、娱乐、体育等多个领域。

◆ 2015

年

6

月， 卡奴迪路宣布拟

3.4

亿元收购

LEVITAS S.P.A.51%

股权等权益。

LEVITAS

是高级

时尚运动品牌

DB

的运营商，

DB

品牌主要围绕足球

运动员的生活时尚推出产品， 曾于

2003-2005

年为

国际米兰、

2009-2010

年为斯洛文尼亚国家队设计

服装，门店遍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

◆ 2015

年

6

月，苏宁云商公告称，苏宁云商成为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在中国区的独家官方电器零售

商及具有独家性的区域合作伙伴。 巴萨授予苏宁云

商在约定范围内使用其商标、肖像、广告、市场营销、

友谊赛等权力。

◆ 2015

年

7

月，贵人鸟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贵

人鸟

(

香港

)

有限公司对

The Best Of YouSports

投资

2000

万欧元，完成增资后，贵人鸟将成为

BOY

最大的股

东。

BOY

为一家西班牙公司，主要从事足球经纪业务。

◆ 2015

年

8

月，华录百纳宣布，旗下全资子公司广

东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

司合作，将利用自身丰富的商业客户资源为中超联赛

引入在品牌属性和经营能力上与其高度匹配的合作伙

伴，扩展现有合作伙伴类别，开发更大商业权益。

◆ 2015

年

8

月， 长安汽车旗下子公司长安福特

汽车有限公司与中国足协签约， 成为中国足协中国

之队

(

男女各级国家队统称

)

主赞助商，双方将展开

为期四年的合作。

◆ 2015

年

8

月，道博股份宣布，公司拟以

8.2

亿元

的对价收购苏州双刃剑

100%

股权。双刃剑业务涉及体

育营销、体育版权、体育赛事运营、体育经纪等。

◆ 2015

年

10

月， 雷曼股份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最近两年公司加大对体育领域的投资，未来将坚

定实施“

LED+

体育”双主业战略。公司高管介绍，公司

是体育商务资源运营商，早在

2011

年之前公司就为欧

洲的五大联赛赛场提供

LED

显示屏，现在每年为包括

中超、中甲、足协杯、中国之队等在内的足球赛事提供

赛场全彩显示屏设备以及广告片编辑服务。

◆ 2015

年

10

月，莱茵体育公告，公司拟与杭州

市体育发展集团签署 《关于加快浙江省女子足球项

目发展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女足项目普及、足球

学校建设运营、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职业训练、

竞赛、市场开发推广、赛事引进、科研医疗等方面展

开全方位合作，大力发展浙江（杭州）女足项目，创建

全国一流女足俱乐部，打造全国一流女足队伍。

◆ 2015

年

11

月， 互动娱乐公告称， 公司将以

1430.48

万

-1776.21

万欧元 （约合

9992.4

万

-12407.5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

45.1%-56%

股权。 皇家西班牙人成立于

1900

年

10

月

28

日，主要开展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是西班牙足

球甲级联赛的球队之一。

◆ 2015

年

11

月，双象股份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公司的

PVC

人造革、

PU

合成革、超纤在体育领域

都有广泛的应用，比如用于运动鞋、球类、运动器材、

高尔夫手套等。公司是国内球革领域的领导者，中标

2006

年德国世界杯球革全球招标， 主用于制作礼品

球、训练球。

◆ 2015

年

11

月，国旅联合公告，公司全资子公

司参股

5%

的苏州工业园区华旅新绩体育中心，拟通

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持有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交易对价

1.5

亿元。 盈博讯

彩为足球专业媒体与社区网站。

◆ 2015

年

12

月，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官方微博

宣布，亿利资源集团成为球队新的冠名赞助商，球队

新赛季将以“天津泰达亿利队”为队名参加

2016

年中

超联赛和足协杯。

◆ 2015

年

12

月，足协发布河北中基正式更名为

河北华夏幸福的公告。早在

2014

年底，华夏幸福通过

旗下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收购河北中基足球

俱乐部全部股权。（蒋洁琼）

助力中超烧钱

据统计，截至1月28日，中超联赛的转会

净投入超过1.51亿欧元，力压英超联赛的1.49

亿欧元， 成为2016年冬季转会期投入最多的

联赛。

本次转会标王榜的前三位均是中超联赛

俱乐部所贡献。 江苏苏宁以2800万欧元引进

巴西国脚、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中场球员拉米

雷斯，成为全球标王；上海上港以1850万欧元

从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引进球员埃尔克森，

排名第二； 华夏幸福以1800万欧元从意甲罗

马足球俱乐部引进球员热尔维尼奥， 名列第

三。据了解，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作为苏宁集

团旗下新注入的资产， 在引入拉米雷斯后还

将继续引援。 也就是说，A股上市公司助力中

超联赛烧钱的大戏还远未结束。

事实上，A股上市公司大举收购中超中

甲俱乐部，已是近年中超联赛的常态。

2014-2015赛季， 上海东亚被上港集团

（600018）以约2亿元的价格收购。 上港集团

2014年年报显示，2014年12月19日， 东亚俱

乐部更名为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3,000万元，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在引入名帅和知名球员后，

上海上港2015-2016赛季夺得中超联赛亚

军，一举杀入亚洲足球冠军联赛。

2015年1月，华夏幸福（600340）宣布收

购中甲球队河北中基， 并将其更名为河北华

夏幸福， 聘请塞尔维亚名帅安蒂奇为球队主

教练，签约三年。 经过一个赛季的打拼，华夏

幸福成功升入中超联赛。 在引进热尔维尼奥

等一干球员后， 业内人士预料其新赛季将大

有作为。

2016年1月19日，乐视网（300104）控股

股东和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宣布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

在俱乐部经营、俱乐部品牌建设、俱乐部青训

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合作， 并探讨

未来股权合作的可能性。 更名后的北京国安

乐视队公布了新赛季的强大阵容， 包括聘请

意大利著名教练扎切罗尼为新任主教练，引

入4名强力外援，分别是巴甲MVP奥古斯托、

科林蒂安后腰拉尔夫、 克莱伯和二次归队的

克里梅茨。乐视体育CEO雷振剑表示，国安在

乐视体育整个生态链中基本上算是最后一块

拼图了， 未来会将很多资源注入国安俱乐部

经营管理中。

绿地控股（600606）相关人士也表示，公

司是整体借壳上市， 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

部等于是打包进来的， 现在属于上市公司旗

下资产。 不久前，上海绿地申花以500万英镑

签下纽卡斯尔联队的后腰蒂奥特。

苏宁云商（002024）的控股股东苏宁也

以收购的形式接收江苏舜天队。

除了直接购买足球队， 还有很多A股公

司参与到足球产业链中来。 如雷曼股份作为

2011至2016赛季中超联赛官方赞助商及中

国足协战略合作伙伴， 为中超联赛提供LED

设备； 华视传媒是中超联赛的官方媒体合作

伙伴； 体育之窗也以资源置换方式成为中超

联赛的赞助商。

中超联赛冬季转会雄霸全球第一

上市公司“玩” 足球开启烧钱模式

□本报记者 蒋洁琼

国际足坛传统的冬季转会期，历年都是欧洲主流

联赛以及传统豪门俱乐部在唱主角，但2016年出现巨

大改变，因为中国俱乐部的疯狂投入，特别是几家A股

上市公司旗下俱乐部不断以破纪录的价格引进球员，

让这个冬窗转会期显得“西方不亮东方亮” 。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落地、足球

俱乐部的商业模式逐渐受资本市场认可、相关产业链

的商业潜力日益显现，上市公司大举收购中超中甲俱

乐部已是近年中超联赛的常态。 不过，目前中国足球

商业开发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上市公司的烧钱投

入存在巨大隐忧。

烧钱背后现隐忧

与投入相对应的是回报。 由于当前我国

足球商业开发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上市

公司对足球俱乐部等相关产业的巨大投入，

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

目前中超公司的收入可分为三部分：主

要赞助商的“冠名赞助收入” 、其他赞助商的

“广告赞助收入” 、 中超联赛的版权销售。

2015 年 9 月 25 日 ， 体 奥 动 力 以 5 年

（2016-2020）80亿元的“天价” 拿下了中超

的版权，平均每年16亿元人民币，相较于2015

赛季的8000万左右，翻了20倍。 不过，对于巨

额版权收入，中超电视转播权将如何分配，中

超公司和各俱乐部之间将如何分配， 还需静

待赛事成绩等多方面因素再定， 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

业内人士介绍， 多数中超俱乐部盈亏能

以做到平衡，常常出现巨额亏损，只能寄希望

于以成绩论英雄以及相关产业链的商业价值

开发。 不过，现阶段我国足球商业开发模式尚

未真正建立起来， 相关产业链商业开拓难度

较大。

事实上，近三年来，中超可能只有辽足

一家俱乐部实现了盈利。 据了解，辽足只是

通过出售于汉超、杨旭等国内一流球员以及

盘锦政府每年3000万扶持资金，才勉强实现

了盈利。

恒大淘宝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 其2013

年、2014年和2015年1-5月的主营业务总收

入分别是4.07亿元、3.4亿元和0.85亿元。 相较

于公司同期的主营业务成本， 支大于收。 而

且， 各项收入占比显得 “头重脚轻” 。 以其

2014年主营业务构成为例， 公司的广告收入

为2.23亿元，门票收入为5454万元，比赛出场

费及奖金收入为3600万元， 授权使用费收入

为341万元，商品销售收入为2384万元，其中

广 告 和 门 票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为 65.4% 和

16.02%，授权使用费收入占比仅为1%。

以成绩论英雄的一个后果是， 各俱乐部

多不够重视青训而过于注重一线队成绩，从

而造成球员“青黄不接” ，如此，中超烧钱模

式将不能持久， 一旦国家队长期不能在国际

大赛出线， 现有的烧钱模式必定会反噬中超

目前良好的上升势头， 对上市公司品牌也是

反作用。 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恒大青训和体

校青训等少量青训机构， 中国足协下面唯一

的足球青年训练基地则因为报名人数不足而

被取消。 《体坛周报》足球记者马德兴表示，

“中国足球需要资金，但诸多热钱盲目进入中

国足球市场，我并不认为都是好事。因为急功

近利，而不够重视青少年球员的培养。设想一

下， 如果中超16家俱乐部每一队都至少给一

名年轻球员机会的话， 中国国奥队还愁找不

到球员？ ”

业内人士还指出， 国内联赛在转会模式

上还远未有欧洲俱乐部的成熟经验， 一些俱

乐部只论球员名气，不看球员状态，一些球员

身价“虚胖” ，成为“水货” 。 中超“人傻钱多

速来” ， 反而会使得俱乐部投入成本加大，成

绩平平， 给上市公司的足球俱乐部资产快速

升值带来一定的风险。

足球产业吸引力

受政策红利不断落地、 足球俱乐部商业

模式逐渐受资本市场认可、 相关产业链商业

潜力巨大等因素吸引，A股上市公司近年来

热衷于逐鹿中超联赛。

从产业链角度看， 足球俱乐部不仅仅

包括球队，还包含了球场、训练基地以及电

视转播权等资产。 上市公司参与其中，不仅

可在资产多元化方面开拓空间， 还有商业

开发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商业潜力。 在这

样庞大的市场空间中， 职业足球俱乐部作

为足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其商业模式

逐渐受到市场的认可。

2015年2月2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 发展振兴

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国

人民的热切期盼。 随着足球行政管理部门管

办分离、 足球校园计划以及足球体育中考等

具体措施的逐步推进， 足球人口基数扩大已

成趋势，足球相关产业蓬勃之势不可逆转。

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体育产业总

规模到2025年将超过5万亿元。从全球体育

项目营收结构看， 足球占总体比重的40%

以上。 齐鲁证券报告预测，“按照中国体育

产业两万亿市场空间计算， 足球产业市场

空间在8000亿以上。 ”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挂牌新三板的

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2010年2月26日，广州

市体育局出具《关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广州市足球发展中心将

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100%股权以2003.28万

元转让给恒大集团。随后，恒大集团开始加大

对俱乐部的资金投入。广州恒大成本结构为：

一线队费用占比74%； 球员技术资产摊销占

比17%；比赛成本占比7%；其他占比2%。据披

露，其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5月的主营

业务成本中“一线队费用” 作为最大的成本，

分别达到6.73亿元、5.75亿元和2.16亿元。

随着广州恒大五年连霸中超冠军、三

年两夺亚冠冠军，战绩上的日益成功带动

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 球市数据显示，恒

大淘宝、上海上港2015-2016赛季上座率

分 别 是 68 .4% 、45.9% ， 较 前 一 赛 季

62.4% 、22.5%的上座率分别有一定程度

的增长。 中超联赛观众人数逐年攀升，球

迷黏合度日益紧密，粉丝经济的助力，将

进一步推动足球产业的发展。

广田股份（002482）日前斥资1.5亿元认

购恒大淘宝375万股权。中投证券分析人士表

示，广田股份1.5亿买的是恒大淘宝的“协同+

知名度+股权” ，尽管公司1.5亿元入股仅占比

1%，对应恒大淘宝整体的估值是150亿，入股

价格相对偏高，但从广告传播角度来考虑，1.5

亿元并不贵， 因为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是球

迷的焦点，是广告的入口，未来广田可利用股

东身份进一步推广自身品牌。

俱乐部 现股东 原股东

交易价格

（人民币）

交易时间 入主后成绩 与资本市场的联系

恒大淘宝

恒大集团、

阿里巴巴集团

广药集团

1

亿元

2010

年

2

次亚冠联赛冠军、

5

次中超联赛冠军

2015

年

11

月， 恒大淘宝在新

三板挂牌上市，代码

834338

，

目前市值达

167

亿人民币

上海上港

上港集团

（

600018

）

上海东亚

2

亿元

2014

年

1

次中超联赛亚军

俱乐部为上市公司上港集团

全资控股，

2015

年上半年完

成增资扩股

华夏幸福

华夏幸福基业

股份有限公司

（

600340

）

中基集团

超过

3000

万元

（转让参考价）

2015

年

1

次中甲联赛亚军、

新赛季升入中超联赛

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

司旗下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江苏苏宁 苏宁集团 国信舜天

5.2

亿元

（转让参考价）

2016

年 暂无

苏宁集团旗下拥有上市公司

苏宁云商（

600018

）

数据来源：公告、中国足协官方网站、转会市场网站

www.transfermarkt.de

制表

/

蒋洁琼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16-018

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11月20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向关联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出售公

司所持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40%股权，并于同日发布公告，公告编号2015-121号。

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召开2015年第12次总裁办公会，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昆明生

达制药有限公司6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于2016年1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追加审议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60%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由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向美国生达（亚洲）医

药企业有限公司购买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60%股权，并于同日发布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1号。

公司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40%股权的交易款项，云南红云健康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1日全额支付到公司账户，公司已进行资金确认及账

务处理。

近日，公司收到关联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通知，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已完

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 并取得由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6226671841]�的《营业执照》。 股东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持股比例 转让后持股比例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0%

美国生达（亚洲）医药企业有限公司 60% 0%

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0% 100%

合计 100% 100%

备查文件：《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16-016

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6日

召开2016年第一次总裁办公会决定购买郑州仟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于

同日发布 《关于购买郑州仟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01号。

2016年1月29日，郑州仟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同时完成其

他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办理，并取得由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二七分局颁发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01037218325369]�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 称：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阮鸿献

注册资本：叁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0年04月18日

营业期限：2000年04月18日 至 2020年04月17日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有效期至2020年1月7日）；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凭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和期限经营）；

预包装食品（凭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保健食品、乳制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销售；相关业务咨询；洗化用品、钟表眼镜、百货、化妆品、家电、体育健身器材、照

像器材、消毒灭菌产品、电话卡销售。（以上项目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凭许可经营）。

备查文件：《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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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实际控

制人之一刘琼女士的通知，刘琼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151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1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8%）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 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1月29日，购

回交易日为2018年1月26日，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已在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刘琼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4,782.4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37%。 其中，本次质

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51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8%。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琼女

士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63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59%，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39%。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阮鸿献、刘琼夫妇合计质押股份5,833万股，占两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的43.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41%。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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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2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7,446,71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41.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

持情况等。

大会由董事长洛少宁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大连国投集团续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60 99.03 100 0.08 1,000 0.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大连国投集团

续借款的议案

112,760 99.03 100 0.08 1,000 0.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大

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对所审议议案履行了回避义

务，相应回避股份数为277,332,85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敬欣、马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2、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