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电瓷起诉*ST华塑子公司疑似牵出“阜兴系”往事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ST华塑1月26日一纸公告疑似掀出“阜兴系”往事。 大连电瓷提起诉讼，要求*ST华塑子公司上海渠乐等3家公司返还预付款2300万元及利息。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起诉方大连电瓷和被诉方均不同程度与“阜兴系”存在一定交集。

“阜兴系”在2018年年中发生爆雷，而大连电瓷采购产品恰好发生在“阜兴系”爆雷前夕。 如今，“阜兴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ST华塑和大连电瓷均“改换门庭” 。

大连电瓷要求返还预付款及利息

*ST华塑公告称，全资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渠乐”）1月25日收到传票，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大连电瓷起诉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简称“菲迪贸易”）、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浩弘能源”）及上海渠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大连电瓷诉称，其于2018年5月27日与菲迪贸易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大连电瓷从菲迪贸易采购包括烧石粉、水曲柳、长石粉等原料在内的产品。 2018年5月28日，大连电瓷通过银行转账向菲迪贸易支付预付款2300万元。 但在收到预付款后，菲迪贸易并未按大连电瓷的要求交付货物。

大连电瓷为此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法院判令解除大连电瓷与菲迪贸易所签订的上述购销合同，并判令菲迪贸易、浩弘能源返还预付款2300万元及利息损失。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大连电瓷的诉讼请求。

对于上海渠乐为何卷入该案，大连电瓷早前披露，该案庭审过程中菲迪贸易答辩称“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合同关系” 。 经法院确认，上述预付款已通过浩弘能源最终全部转至上海渠乐。

大连电瓷此次将菲迪贸易、浩弘能源、上海渠乐共同作为被告，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菲迪贸易返还大连电瓷不当得利2300万元及利息损失；判令浩弘能源、上海渠乐在2300万元范围内，与菲迪贸易连带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 本案将于2021年2月22日在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与“阜兴系”存在交集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起诉方大连电瓷和被诉方均不同程度与“阜兴系”存在一定交集。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阜兴集团” )实控人为朱一栋。市场普遍将朱一栋所掌控企业称为“阜兴系” 。 2018年5月底，“阜兴系”爆雷案发。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证监会于2020年1月公布处罚决定，“阜兴系”主要负责人朱一栋、赵卓权终身禁入证券市场，另外五名高管市场禁入时间至少3年。 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上海二中院对阜兴集团、朱一栋、赵卓权、朱成伟分别涉嫌集资诈骗罪、操纵证券市场罪进行了公开审理。

至于大连电瓷与“阜兴系”的交集，朱一栋父母朱冠成和邱素珍在2016年10月入主大连电瓷。 值得注意的是，大连电瓷向菲迪贸易采购产品恰好发生在“阜兴系”爆雷前夕。 而朱一栋父母握有的股权则在2018年12月遭司法拍卖，2019年3月，应坚成为大连电瓷实控人。

中国证券报2019年5月6日刊发的调查报道显示，*ST华塑从事大宗贸易业务的子公司上海渠乐存在大量疑点。 无论是公司本身还是部分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均与阜兴集团存有一定交集。 更直接的证据指向华塑控股幕后实控人或另有其人。 公司前实控人李雪峰夫妇早前收购上市公司所使用资金被指来自“阜兴系”实控人朱一栋。

再来看上海渠乐。 根据*ST华塑早前公告，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上海渠乐向江苏佳磊采购了价值3.5亿元的货物。 天眼查显示，江苏佳磊的股东为顾佳和顾正国，顾正国为江苏阜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执行董事。 阜墨实业为“阜兴系”企业。

而菲迪贸易与浩弘能源部分信息与阜墨实业重合。 天眼查显示，菲迪贸易成立于2013年10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缴200万元，菲迪贸易披露的手机号与阜墨实业完全一致，其现用邮箱与阜墨实业2018年年报披露邮箱一致。 浩弘能源成立于2013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浩弘能源披露的手机号与阜墨实业一致，其现用邮箱与阜墨实业2017年年报披露邮箱一致。 根据*ST华塑2018年年报，浩弘能源曾为公司第二大客户，2018年其对该客户的销售收

入为2.58亿元。

国资入主*ST华塑

早前被指与“阜兴系”关系密切的*ST华塑，今年年初已发生巨大变化。

*ST华塑1月6日晚披露，经证监会核准批复，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48亿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2.48亿股新股由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湖北资管” ）通过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本次发行前，湖北资管接受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西藏麦田” ）6438.77万股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持有公司7.80%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发行后总股本的6.00%）。

*ST华塑表示，本次发行完成后，湖北资管持有公司股份2.48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8%，持有公司表决权比例为29.08%。 公司控股股东由西藏麦田变更为湖北资管。 湖北省国资委通过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湖北资管。 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李雪峰、张子若夫妇变更为湖北省国资委。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多位湖北资管背景人士已于去年8月陆续进入公司董事会和担任高管职务。 湖北资管董事长赵林在今年1月14日担任*ST华塑董事长。

湖北资管的到来为*ST华塑带来货真价实的帮助。 *ST华塑2020年12月7日晚披露，公司与魏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已向魏勇支付首笔资金2000万元。 公司须于2020年12月25日前向魏勇支付8000万元，支付完毕上述合计1亿元后，魏勇自愿放弃其剩余债权金额。 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缺，为顺利实施上述协议，公司向湖北资管借款不超过8000万元，用于偿还对魏勇的债务。

此外，湖北资管全额认购*ST华塑定增。 *ST华塑表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一方面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和拓展、提升主营业务，另一方面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推动公司扩大主营业务规模，提升竞争实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大连电瓷要求返还预付款及利息

*ST华塑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上海渠

乐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渠乐” ）1月

25日收到传票，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已

受理大连电瓷起诉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

司（简称“菲迪贸易” ）、江苏浩弘能源实

业有限公司（简称“浩弘能源” ）及上海渠

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大连电瓷诉称， 其于2018年5月27日

与菲迪贸易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大连

电瓷从菲迪贸易采购包括烧石粉、 水曲

柳、长石粉等原料在内的产品。2018年5月

28日，大连电瓷通过银行转账向菲迪贸易

支付预付款2300万元。 但在收到预付款

后，菲迪贸易并未按大连电瓷的要求交付

货物。

大连电瓷为此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诉请法院判令

解除大连电瓷与菲迪贸易所签订的上述

购销合同，并判令菲迪贸易、浩弘能源返

还预付款2300万元及利息损失。 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于2019年

12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大连电瓷的诉讼

请求。

对于上海渠乐为何卷入该案， 大连电

瓷早前披露， 该案庭审过程中菲迪贸易答

辩称“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合同关系” 。经

法院确认， 上述预付款已通过浩弘能源最

终全部转至上海渠乐。

大连电瓷此次将菲迪贸易、浩弘能源、

上海渠乐共同作为被告， 向上海市崇明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菲迪贸易返

还大连电瓷不当得利2300万元及利息损

失；判令浩弘能源、上海渠乐在2300万元

范围内， 与菲迪贸易连带承担不当得利的

返还义务。 本案将于2021年2月22日在上

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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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起诉*ST华塑子公司

疑似牵出“阜兴系” 往事

生猪产业链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专家建议做好准备应对行业下行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截至1月26日， 已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

的生猪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均实现盈利。

专家指出，2020年猪价持续处于高位，

生猪产业链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在本轮猪周

期下行拐点基本确立的情况下，企业要早做

准备，不断降低养殖成本，抵御行业低谷期

的到来。

头部公司业绩亮眼

目前已发布2020年业绩预告的生猪养

殖企业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牧原股份和

天邦股份两家头部公司最为亮眼。

牧原股份预计2020年度归母净利润为

270亿元-290亿元，同比增长341.58%-374.

29%；扣非净利润至少为300亿元，同比增长

387.18%。

天邦股份业绩增速超过30倍。 公司预计

2020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1.5亿元-33亿

元，同比增长3037.37%-3186.77%；预计扣

非净利润为31.5亿元-33亿元， 同比增长

101673.77%-106520.14%。

此外，罗牛山预计2020年实现归母净利

润8800万元-1.02亿元， 同比增长192.96%

-239.57%。 唐人神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9亿

元-11亿元，同比增长344.76%-443.60%。

生猪上游企业业绩同样表现不俗。 在动

物疫苗类公司中，瑞普生物预计净赚3.8亿元

-4.1亿元，同比增长95.51%-110.95%；回盛

生物预计净利润为1.44亿元-1.58亿元，同

比增长110%-130%；普莱柯预计净利润为2

亿元-2.2亿元，同比增长83.07%-101.38%。

下游肉制品加工企业龙大肉食和金字

火腿也赚得盆满钵满。 龙大肉食预计归母净

利润为9亿元-10亿元， 同比增长273.64%

-315.16%。 金字火腿预计2020年实现归母

净利润6000万元-8000万元， 同比增长

78.86%-138.48%。 如若不考虑对剩余债权

计提减值，公司扣非净利润达到1.1亿元-1.3

亿元，同比增长507.30%-617.71%。

受益猪价持续走高

对于业绩大涨的原因，上述企业普遍表

示受益于猪肉价格持续走高。“2020年生猪

销售量与生猪价格同比大幅增长是公司经

营业绩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 牧原股份表

示，2020年公司销售生猪1811.5万头， 较上

年增长76.67%。同时，受供需情况影响，生猪

价格大幅上涨。

国家统计局1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生猪价格上涨55.7%；全国生猪存栏

40650万头，比上年末增加9610万头，同比

增长31.0%，恢复到2017年末的92.1%；全国

生猪出栏52704万头， 比上年减少1715万

头，同比下降3.2%；全国猪肉产量4113万吨，

比上年减少142万吨，同比下降3.3%。

天邦股份表示，2020年生猪养殖产能仍

在恢复，呈现供小于求的局面，生猪市场价

格高位运行。 公司全年实现生猪出栏量

307.78万头，较上年提升了26%，多品种组合

的生猪销售每公斤均价达到51.46元， 较上

年提升了177%； 每头均价达到2912.52元，

较上年提升了51%， 生猪销售收入90.27亿

元，较上年提升了92.65%。

同时， 受生猪价格高位运行等因素影

响，龙大肉食的养殖、冷冻肉和肉制品等业

务盈利能力增强。

普莱柯在公告中指出，2020年度生猪养

殖企业积极复产，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

截至2020年末，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比

上年末分别增长31.0%、35.1%。 公司相关猪

用疫苗及化药产品市场整体向好，猪用产品

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

应对猪周期下行拐点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表示，随

着生猪生产持续恢复， 市场供应逐步改善，

生猪价格涨幅逐季回落。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2020年以来， 生猪生产持续加快

恢复，产能快速提升，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生猪市场供应持续改善。 生猪供应

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后期供需关系将越

来越宽松。 预计2021年1月-2月生猪出栏比

上年同期增长25%左右，后期猪肉价格还有

下降空间。

牧原股份表示， 未来2年-3年生猪市场

价格随着供给量的提升会存在持续下降的

可能，企业需要不断降低养殖成本才能抵御

行业低谷期的到来。 2021年，牧原股份将重

心放在“成本领先” 和“死磕现场” 两个方

面。成本是公司发展的生命线。同时，做好现

场管理，公司内部猪场互相帮扶生产，有相

应的绩效考核管理制度进行支撑，在业务实

操和制度保障层面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快速

发展。

正邦科技对2021年生猪均价持乐观态

度。 公司表示，尽管生猪均价重心将会下移，

但下移幅度有限，生物安全防控有效的养猪

企业仍有较好盈利空间。 公司会从原料替

代、与中粮等实力雄厚的国企合作进行原料

收储等方面控制饲料原料成本。

安信证券固收分析师池光胜表示，随着

生猪供给逐步恢复，本轮猪周期下行拐点基

本确立，短期受节假日影响猪价预计将有所

企稳。 在行业集中度提升、健康饮食理念、能

繁母猪产能恢复的三重驱动下，可以关注屠

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盈利能力改善带来的

投资机会。

与“阜兴系” 存在交集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起诉方大连电

瓷和被诉方均不同程度与“阜兴系” 存在

一定交集。

公开资料显示， 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阜兴集团” )实控人为朱一

栋。 市场普遍将朱一栋所掌控企业称为

“阜兴系” 。 2018年5月底，“阜兴系”爆雷

案发。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证监会于2020年

1月公布处罚决定，“阜兴系” 主要负责人

朱一栋、赵卓权终身禁入证券市场，另外五

名高管市场禁入时间至少3年。 2020年11

月30日至12月4日， 上海二中院对阜兴集

团、朱一栋、赵卓权、朱成伟分别涉嫌集资

诈骗罪、操纵证券市场罪进行了公开审理。

至于大连电瓷与“阜兴系”的交集，朱

一栋父母朱冠成和邱素珍在2016年10月

入主大连电瓷。值得注意的是，大连电瓷向

菲迪贸易采购产品恰好发生在“阜兴系”

爆雷前夕。 而朱一栋父母握有的股权则在

2018年12月遭司法拍卖，2019年3月，应坚

成为大连电瓷实控人。

中国证券报2019年5月6日刊发的调查

报道显示，*ST华塑从事大宗贸易业务的子

公司上海渠乐存在大量疑点。无论是公司本

身还是部分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均与阜

兴集团存有一定交集。更直接的证据指向华

塑控股幕后实控人或另有其人。公司前实控

人李雪峰夫妇早前收购上市公司所使用资

金被指来自“阜兴系”实控人朱一栋。

再来看上海渠乐。 根据*ST华塑早前

公告，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 上海渠乐

向江苏佳磊采购了价值3.5亿元的货物。 天

眼查显示， 江苏佳磊的股东为顾佳和顾正

国， 顾正国为江苏阜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法人代表、总经理，执行董事。 阜墨实业

为“阜兴系” 企业。

而菲迪贸易与浩弘能源部分信息与阜

墨实业重合。天眼查显示，菲迪贸易成立于

2013年10月，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缴

200万元， 菲迪贸易披露的手机号与阜墨

实业完全一致， 其现用邮箱与阜墨实业

2018年年报披露邮箱一致。 浩弘能源成立

于2013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浩弘能源

披露的手机号与阜墨实业一致， 其现用邮

箱与阜墨实业2017年年报披露邮箱一致。

根据*ST华塑2018年年报， 浩弘能源曾为

公司第二大客户，2018年其对该客户的销

售收入为2.58亿元。

*ST华塑1月26日一纸公告

疑似掀出“阜兴系” 往事。 大连

电瓷提起诉讼， 要求*ST华塑子

公司上海渠乐等3家公司返还

预付款2300万元及利息。 中国

证券报记者发现，起诉方大连电

瓷和被诉方均不同程度与 “阜

兴系” 存在一定交集。

“阜兴系” 在2018年年中

发生爆雷，而大连电瓷采购产品

恰好发生在 “阜兴系” 爆雷前

夕。如今，“阜兴系” 已经退出历

史舞台， 而*ST华塑和大连电瓷

均“改换门庭”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国资入主*ST华塑

早前被指与 “阜兴系” 关系密切的

*ST华塑，今年年初已发生巨大变化。

*ST华塑1月6日晚披露， 经证监会核

准批复，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8亿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2.48亿

股新股由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湖北资管” ）通过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

次发行前，湖北资管接受西藏麦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西藏麦田” ）6438.77

万股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持有公司

7.80%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6.00%）。

*ST华塑表示， 本次发行完成后，湖

北资管持有公司股份2. 48亿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23. 08%， 持有公司表决权比例

为29. 08%。 公司控股股东由西藏麦田变

更为湖北资管。 湖北省国资委通过湖北

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湖北资管。 因此，公司实际控制

人由李雪峰、 张子若夫妇变更为湖北省

国资委。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多位湖北

资管背景人士已于去年8月陆续进入公

司董事会和担任高管职务。 湖北资管董

事长赵林在今年1月14日担任*ST华塑

董事长。

湖北资管的到来为*ST华塑带来货

真价实的帮助。 *ST华塑2020年12月7日

晚披露， 公司与魏勇达成 《执行和解协

议》。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已向魏勇支付

首笔资金2000万元。 公司须于2020年12

月25日前向魏勇支付8000万元， 支付完

毕上述合计1亿元后，魏勇自愿放弃其剩

余债权金额。 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缺，为

顺利实施上述协议， 公司向湖北资管借

款不超过8000万元， 用于偿还对魏勇的

债务。

此外， 湖北资管全额认购*ST华塑定

增。*ST华塑表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一方面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和

拓展、提升主营业务，另一方面将有利于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推动公司扩

大主营业务规模，提升竞争实力、运营能

力和盈利能力。

“就地过年” 怎么过

线上采买不打烊

●

本报记者 杨洁

政策要求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

提出切实加强生活物资保障和能源保供， 确保群众出

行方便有序和货运物流畅通。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阿里、

京东、美团等平台企业了解到，这些平台春节期间均不

打烊，并增加商品备货推出促销活动。

加强备货保供应

多家平台开展“2021网上年货节” 活动。 盒马方

面表示， 春节期间平台新增来自全国的2000款 “年

货” ，其中异地特色年货占比超过四成，大幅度超过

往年。

据介绍， 湖南的嫩腊肉、 浙江的冬笋和诸暨年

糕、陕西的流心柿饼跟空心挂面、苏州八宝饭、上海

大红肠、湖北的蔡甸粉藕、四川的张飞牛肉和儿菜、

山东的呛面大馒头等特色年货， 首次走进北京、上

海、深圳等地的“盒区房” ，春节期间可以通过手机

采购。

就北京市场而言，盒马表示，春节期间的菜肉蛋奶

等商品备货量提高到日常的3倍，保质保量做好民生保

障工作。

京东旗下七鲜超市和七鲜生活均表示，全国门

店春节期间不打烊，除夕和初一当天核心时段会持

续提供服务。 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服务照常进行，七鲜

超市店面3公里和七鲜生活1 . 5公里范围内的年货

订单最快30分钟送达， 最大限度满足顾客的年货

需求。

美团买菜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美团买菜持续增加

如蔬菜、肉蛋、水果等节日商品备货量，同时上线了多

款水果礼盒满足节日需求。 目前平台上蔬菜品类整体

供应和价格情况都保持稳定。

同时，美团买菜将推出一系列年货节促销活动，

涉及春节礼盒、应季水果、肉禽、粮油副食、酒水饮

料、干货以及零食等，以多重优惠提升消费者节日购

物体验。

配送方面，美团买菜表示，在北京市设有超过100

家服务站，基本可覆盖北京各城区核心区域，为市民提

供最快30分钟送达服务。

年货礼盒商品有望畅销

针对“就地过年” 倡导政策，中金公司1月26日发

布的研报指出，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对消费负

面影响递减。 春节期间的消费状况很大程度上仍取决

于对疫情的控制。购置年货（自用）、孝敬长辈/老人礼

品、走亲访友礼品等是春节消费的主力。就地过年或将

减少交通费支出，也会部分抑制走亲访友，但能够通过

网购等非接触方式进行弥补。

网购平台自然不会放弃这一商品消费黄金期。 京

东平台预测，倡导“就地过年” 并不妨碍置办年礼寄

送回家，年货礼盒类商品在过年期间有望畅销。 此外，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有比较多的年轻人、单身人

群、上班族在当地过年，平台预计卤味炸物、年夜饭套

餐、饺子馒头等较往年需求量更大。 平台已经做好相

关商品调配。 京东物流已在全国800多个仓库开启全

面备货。

半成品菜品及方便菜有望呈现消费旺势。 根据京

东平台提供的数据，2021年1月第三周平台方便菜订

单量相比前一周增长15倍。

针对这一消费需求， 美团买菜推出了 “象大

厨” 联名年菜礼盒，联合知名餐饮品牌和地方特色风

味如天福号、大董、眉州东坡、广州酒家、点都德等

推出数十款家宴大菜，已在北、上、广、深四城市陆

续上线。

对生产端或有拉动作用

中信证券表示，居民居家时长将显著上升，阶段

性明确受益的领域包括：速冻等方便食品、小家电、生

鲜、个护、家居等商品消费。 中信证券表示，2021年一

季度出口产业链有望超预期，包括家电、服装、新型烟

草等。

东吴策略认为， 就地过年对消费端的影响与

2020年疫情高峰类似，居家必需、医药防疫、在线

教育娱乐三大行业有望受益。 此外，就地过年可能引

发“反春节效应” ———从“消费的春节” 到“生产

的春节” ，预计生产端利好机械、建筑、基础材料、

电子设备、家具等。 其中，建筑业往年春节用工稳

定性最差，从业人员环比降幅达到28% ，今年有望

最为受益。

在1月26日国新办发布会上，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

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表示，倡导春节“就地过

年” ，对工业是正向促进和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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