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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瞒天过海”侵占资金

科融环境7446万元“得而复失”

□本报记者 任明杰

10月30日晚间， 科融环境披露的三季

报显示， 公司控股股东徐州丰利子公司新

疆君创占用的公司资金本息共计7446.83万

元仍然没有偿付。 而科融环境9月1日晚间

公告称，上述资金已经偿还。 对此，科融环

境称，由于借款人于9月20日从徐州丰利单

方面收回了7500万元的借款， 导致徐州丰

利未能成功偿付科融环境上述资金。

但是， 中国证券报记者掌握的材料与

上述说法大相径庭。 8月31日，徐州丰利实

际上已向科融环境成功转账7500万元，而9

月20日， 这笔资金又从科融环境的账户上

原封不动地转回到徐州丰利的账户， 自导

自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 业内人士

表示， 徐州丰利这一侵吞科融环境资金的

行为涉嫌严重违规。

值得注意的是， 张永辉和郑军两位董

事审议三季报时投下反对票， 并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科融环境披露的这份三季

报并不是他们投反对票的那份， 而是在审

议截止前的最后时刻“硬塞” 给他们的一

份修订版的三季报。 上述人士表示，在未经

董事会审议的情况下披露三季报， 科融环

境涉嫌信披违规。

7446万元“得而复失”

对于7446.83万元占款“得而复失” 的

缘由，科融环境称，8月31日，徐州丰利拟借

入一笔7500万元的借款， 但约定借款方在

未偿还该笔借款时，不得使用该笔资金。 同

时，如果借款方出现重大不利情形时，出借

方可单方收回该笔借款。 后由于出现多篇

负面报道，借款人于9月20日单方面收回了

该笔借款， 导致徐州丰利未能成功偿付公

司资金。

中国证券报记者经深入调查拿到的材

料却与科融环境的上述说法大相径庭。月结

清单、活期转账凭证和银行进账单三份银行

单据显示，8月31日， 徐州丰利向科融环境

成功转账7500万元； 另一份银行流水单则

显示，9月20日， 这笔7500万元的资金又原

封不动地从科融环境的账户转回到徐州丰

利的账户。

也就是说， 这笔7500万元借款是在徐

州丰利成功支付给科融环境后又对科融环

境进行的资金侵占，而不是科融环境所说的

“借款人于9月20日单方面收回了该笔借

款” ，最终导致“徐州丰利未能成功偿付公

司资金” 。

业内人士指出， 徐州丰利上述侵吞科

融环境资金的行为涉嫌严重违规。《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

第4.2.3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利用关联交易、 资产

重组、垫付费用、对外投资、担保、利润分配

和其他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侵占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自导自演瞒天过海

另一大疑问是： 如果这7446.83万元没

有按照约定时间到账， 为什么科融环境自

始至终没有进行公告？ 根据科融环境9月1

日的公告， 徐州丰利为新疆君创偿还占用

公司的资金本息共计7446.83万元。 但科融

环境了解到该信息却是通过 “收到控股股

东徐州丰利的通知” ，资金到账自己却浑然

不觉。

科融环境相关财务人员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科融环境对于这笔资金的转入

和转出完全失控。 资料显示，科融环境无

论是开设在交通银行的基本户，还是开设

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

行等银行的一般户，都是在科融环境所在

的徐州当地。 而进行此次转账的科融环境

账户却是在创兴银行广州分行设立的一

个新账户。

“这个账户名义上是科融环境的，实际

掌握在徐州丰利手中， 是徐州丰利拿着科

融环境的营业执照和公章去创兴银行广州

分行开设的， 所以这7500万元到账科融环

境并不知晓，转走的时候更是没有经过科融

环境的内控流程。实质上就是徐州丰利自导

自演了一出‘瞒天过海’ 的好戏。 ” 上述人

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笔因去年6

月科融环境出售新疆君创形成的大股东占

款已经连续三次展期， 从2016年12月31日

展期到2017年4月30日，到6月30日，再到8

月30日，“一拖再拖， 长期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问题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而这笔

7446.83万元资金之前打回给科融环境很大

程度上也是为了应付监管部门。 ”

三季报涉嫌信披违规

由于7446.83万元占款“得而复失” ，科

融环境2017年三季报差点因此“难产” 。 10

月30日本是科融环境2017年三季报的预计

披露日，但10月29日16:47，科融环境突然公

告称，鉴于相关工作尚未完成，经申请，公司

2017年三季报披露时间延期至10月31日。

10月30日晚， 科融环境的2017年三季

报终于姗姗来迟。但董事张永辉和郑军却以

“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

整性” 和“未体现永葆环保资产” 为由在董

事会审议三季报时投下了反对票。更为离谱

的是，张永辉和郑军均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证

实，科融环境披露的这份三季报根本就不是

他们审议过的那份三季报。

“科融环境最初递交给董事审议的三

季报并不是披露出来的这份。那份三季报没

有指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仍然对上市公

司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我发现三季报的

应收款等财务指标与公司公告的7446.83万

元占款已经偿还对不上， 所以我投了反对

票。 ” 张永辉对中国证券报表示。

张永辉进一步指出，“三季报审议的截止

时间是10月27日12:00，我是11:30给出的审

议意见，但11:56我的邮箱又收到了一份修订

版的三季报，截止时间马上就到，根本就没来

得及审议这份修订版的三季报。 而科融环境

最终披露的这份三季报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再修订。 按照交易所的规定，三季报在披露之

前是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审议。 ”

中国石油前三季净利增逾九倍

中国石化净利增三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10月30日晚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双

双披露三季报。 中国石油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4577.04亿元，同比增长26.7%；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173.66亿元 ， 同比增长

903.2% 。 中国石化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7449.55亿元，同比增长27.9%；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383.73亿元，同比增长31.6%。

“两桶油” 业绩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近期，国际油价强势上涨，10月27日布伦

特原油期货报60.21美元/桶，两年多以来首次

收于60美元上方，油气开采、油服与设备类公

司有望受益。中国石油表示，预计2017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将大幅增长。

勘探开发业务大幅扭亏

油价回升助推上游勘探开发业务盈利

改善。 勘探开采方面， 中国石油业务扭亏为

盈，中国石化大幅减亏。

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石油

公司生产原油6.601亿桶，同比下降5.2%；

生产可销售天然气25392亿立方英尺，同

比增长4.5%；实现油气当量产量10.834亿

桶，同比下降1.6%。 勘探与生产板块积极

坚持低成本战略， 大力推进开源节流降本

增效，油气单位操作成本11.34美元/桶，同

比下降1.9%。 得益于原油价格同比上升及

加强成本费用管控等因素综合影响， 实现

经营利润 109.83亿元 ， 同比扭亏增利

149.32亿元。

中国石化前三季度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3.33亿桶，同比增长3.2%。 其中，原油产量同

比下降4.0%，天然气产量同比上升21.0%。勘

探及开发板块经营亏损265.23亿元， 同比减

亏38.93亿元。

销售业务方面，中国石油2017年前三季度销

售汽油、煤油和柴油12596.8万吨，同比增长

6.1%；实现经营利润57.34亿元。 中国石化非

油品业务交易额达410亿元， 同比增长

52.3%。 不过，公司营销及分销板块经营收益

为234.82亿元，同比降低3.3%。

炼油与化工业务业绩增长

中国石化表示， 今年境内成品油、 天然

气、 主要化工产品的需求及消费量皆大幅增

长，其中化工毛利保持强劲。

中国石油前三季度炼油与化工板块实现

经营利润277.32亿元。其中，炼油业务实现经

营利润167.95亿元； 化工业务增产增销厚利

产品， 实现经营利润109.37亿元， 同比增利

23.42亿元。

中国石化前三季度炼油板块经营收益

为438.54亿元，同比增长3.4%。 化工产品经

营总量5758万吨，同比增长14.1%。化工板块

经营收益为167.27亿元，同比增长8.3%。

中国石化表示， 公司积极推进成品油质

量升级，提前完成华北地区“2+26” 城市国

六标准成品油质量升级；优化原油资源配置。

根据油价变化调整采购策略， 降低原油和运

输成本； 增加成品油出口， 优化炼油装置负

荷；充分发挥集中营销优势，保持沥青、润滑

油、液化气等产品盈利能力。

近期，国际油价走出强势上涨行情。 10

月27日布伦特原油期货报60.21美元/桶，两

年多以来首次收于60美元上方。 分析认为，

油气开采、 油服与设备类公司将受益于油价

的持续上涨。

中国石油表示，2017年第四季度， 预计

全球石油市场基本平衡， 国际油价将继续维

持区间震荡态势。 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将大幅增长。

东方明珠前三季净利逾10亿元

□本报记者 徐金忠

10月30日晚间，东方明珠披露2017年三

季报，前三季度实现收入121.98亿元，净利润

达10.12亿元， 剔除一次性计提损失影响，净

利润达16.85亿元。

业务稳健发展

根据财报， 东方明珠前三季度的营收和

利润较去年同期出现下滑， 这主要受广告业

务出现非经常性影响所致。资料显示，今年东

方明珠的广告业务有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转

让艾德思奇股权， 二是旗下国际广告公司遭

遇突发性事件。

今年6月， 东方明珠全资子公司百视通投

资转让其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艾德思奇

44.78%股权。 东方明珠表示，艾德思奇营业收

入规模从2014年的15.9亿元增至2015年的

27.9亿元。 以此粗略估算，艾德思奇2016年收

入约28亿元，分摊到每个季度约7亿元。艾德思

奇在今年6月卖出， 因此东方明珠第三季度收

入较去年同期减少了约7亿元。 剔除该因素，东

方明珠2017年前三季度收入与去年基本持平。

此外， 由于东方明珠子公司上海东方明

珠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的合作方涉嫌合同诈

骗，其相关业务合作款项存在回收风险。根据

规定， 公司对相关款项计提专项资产减值准

备6.81亿元，对当期财务影响6.73亿元。 扣除

上述影响， 东方明珠前三季度的归母净利润

达16.85亿元，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娱乐+” 战略初显成效

2016年下半年，东方明珠提出了“娱乐

+”战略。 在这个生态链中，以百视通为运营

主体的多渠道视频集成与分发业务是基础，

也是支柱。 作为IPTV的开创者，百视通继续

扩大中国电信市场用户规模的同时， 积极拓

展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的合作。数

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百视通IPTV的有效

用户数从2016年底的3200万户增长至3600

万户，占全国市场总份额的三分之一强。今年

5月，百视通启动了“未来合伙人” 计划，引

入华为、新东方等来自内容、平台、应用、科技

等领域的158家企业， 形成了包括40多个垂

直产品的完整的增值产品体系， 进一步推动

“娱乐+”生态系统建设和产业布局。

“视频购物和电子商务” 一直是东方明

珠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东方明珠旗下的东方

购物自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稳居行业第一。

近年来， 电视购物市场面临下行压力，2016

年市场总量较上一年度下滑8%。东方购物近

年来始终保持良好增长， 除了继续在电视购

物领域深耕之外，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新

媒体端的持续发力。

近年来， 东方购物在渠道拓展方面动作

频频，依托原有的视频购物，进行PC+APP、

IPTV+OTT的渠道联动，通过开设天猫旗舰

店、重构APP客户端等举措，开启了全新的视

频购物发展模式。目前，东方购物的注册用户

已经突破1000万。

对于游戏业务，东方明珠正积极谋划，不

断丰富业务布局。 作为全球两大游戏主机商

索尼PlayStation、 微软Xbox的中国区独家

代理商和运营商， 东方明珠在国内主机游戏

市场拥有独特优势。 东方明珠在“娱乐+”战

略指引下，打通IP产业链，打造集“游戏、电

影、音乐、原画、动画” 等多条产品线于一体

的“大IP矩阵” 。

京东方A

前三季净利增逾45倍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10月30日晚，京东方A

披露三季报。 公司前三季

实现营业收入694.08亿元，

同比增长51.41%； 净利润

64.7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503.51%。

对于业绩增长的主要

原因，公司表示，规模扩大

及行业景气变化所致。

东吴证券研报认为，

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总收入248亿元， 同比增

长27.89%，单季度创历史

新高；第三季度归属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21.7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0.68%。 主要因为面板

供需出现反转，下游面板

价格出现反弹； 同时，公

司产能利用率提升，并加

大研发投入，产品性能与

良品率不断爬升。

此外，京东方第6代柔

性AMOLED生产线近日

量产，这是中国首条全柔性

AMOLED生产线。

中远海控拟募资129亿元

购买20艘集装箱船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中远海控10月30日晚

公告称， 拟向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

运集团” ） 等不超过十名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不超过20.43亿股，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9亿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支付20艘在建集装箱船

舶所需造船款。 上述船舶

预计将于2018年至2019年

期间陆续交付使用。 中远

海运集团承诺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数

量的50%。 公司股票10月

31日起复牌。

公司表示， 受益于全

球经济和贸易活动的逐渐

复苏，集运业总体出现底部

复苏迹象。 从长期来看，得

益于集装箱运输的安全高

效、经济便利性，并可以实

现“门到门” 的运输方式，

对集装箱船运输的需求仍

会持续增加。中远海控是中

远海运集团核心产业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重组后致力

于成为全球第一梯队的集

装箱运输和码头服务提供

商。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完成后，中远海控集

装箱运输业务规模得以增

加， 有助于强化核心竞争

力， 加强公司在 “一带一

路” 沿线运力布局，有利于

提升公司在集装箱航运市

场的竞争力。

美的集团前三季净利增17%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美的集团10月30日晚

间披露三季报，前三季实现

营业收入1869.49亿元，同比

增长60.64%；净利润149.98

亿元，同比增长17.1%。

第三季度证金公司小

幅增持，持股比例由二季度

末的2.70%增至3.05%。

对于业绩增长的主要

原因，公司表示，销售增长

以及合并库卡集团所致。

1-9月， 库卡集团实现营

业收入198.37亿元， 同比

增加27%， 税前利润同比

增加26%， 经营业绩保持

增长。

安信证券研报认为，美

的集团在空冰洗、厨电和小

家电等领域形成了规模优

势，并有很多技术储备和管

理经验的积累，可以发挥协

同作用，有助于进一步巩固

效率驱动的成本优势，提升

运营能力。

青岛海尔

前三季净利增近五成

□本报记者 董文杰

10月30日晚， 青岛海

尔披露2017年三季报，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2亿

元，同比增长41%；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57亿元， 同比

增长48%；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142亿元，同比增长

186%，增幅超过利润增幅。

在行业成本压力增加的情

况下，公司毛利率同比提升

0.84百分点，达到29.9%。

公司业绩大幅提升与

高端化战略密不可分 。

2017年前三季度， 卡萨帝

品牌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1%。 中怡康最新1-9月数

据显示，卡萨帝整体均价超

行业近3倍。

此外， 全球化运营协同

效应显现。报告显示，前三季

度，公司实现海外收入507亿

元。券商分析师指出，公司海

外业务收入占比达到43%，

海外业务规模连续攀升。

神开股份

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可能变动

□本报记者 蒋洁琼

神开股份10月30日晚

间公告称，通过相关渠道了

解到，公司股东上海业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浙江君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发生

了变更， 其股东由王阿炳、

沈哲、但海波三人变更为朱

子孝、朱挺二人。同期，公司

收到君隆资产原自然人股

东沈哲、 但海波的来函，称

其二人对上述股权变动事

项存在异议。

根据公告，鉴于上述事

项可能导致公司第一大股

东业祥投资的控制权发生

变动， 公司股票10月31日

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就上述

事项进行必要的核查，待完

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核

查结果后复牌。

三季报显示， 上海业

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

司4757.75万股，持股比例

为13.07%。

三家航空公司三季报净利增长

□本报实习记者 杨洁

截至10月30日晚，中国国航、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海航控股四家航空公司三季报均

披露完毕。

根据公告，2017年1-9月， 中国国航营

业收入为929.96亿元，同比增长8.83%，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2.79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14.55%； 南方航空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为961.2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0.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0.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46%；东方航空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75.05亿元，同比增

长2.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9.15亿元，同比增长18.24%。海航控股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为451.82亿元， 同比增长

46.6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7.58亿元，同比下滑18.97%，公司表示，各

项费用及成本增加主要源于本期合并天津

航空所致。

股东方面，证金公司对中国国航、南方

航空、东方航空的持股比例均有所上升。

证金公司持有中国国航的股权从二

季度末的2.15%升至三季度末的2.65%，

持有南方航空的股权由二季度末的3.95%

升至三季度末的4.23%，持有东方航空的

股权则由二季度末的3.97%升至三季度末

的4.24%。

狮头股份实控人变更

□本报实习记者 杨洁

狮头股份10月30日晚

间公告，公司将由无控股股

东及实控人变更为有控股

股东及实控人，控股股东变

更为大股东苏州海融天，实

控人变更为吴旭。

根据公告，狮头股份控

股股东苏州海融天及其一

致行动人上海远涪的持股

比例合计为25.27%。 此外，

苏州海融天及上海远涪通

过持有的股份表决权对公

司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和股

东大会决议产生影响力。

苏州海融天和上海远涪

分别为重庆协信远创的子公

司和孙公司， 吴旭则为重庆

协信远创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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