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名称

前三季净利润

（万元）

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

2013年净利润

（万元）

2012年净利润

（万元）

2014年报

预告

*ST

锐电

-43570.20 37.68 -344620.57 -58267.09

续亏

*ST

霞客

-44867.80 -248.94 -34956.88 687.90

续亏

*ST

成城

-2692.13 -2037.25 -13798.50 2259.40

续亏

*ST

国创

-383.03 -191.34 -8687.87 271.05

续亏

*ST

国恒

158.74 -71.07 -22571.23 -4449.05

续亏

*ST

武锅

B -7994.82 -27.85 -12027.13 -9434.12

续亏

*ST

新都

-1828.60 -149.07 348.62 -2547.41

首亏

*ST

传媒

-1327.62 14.07 1380.15 -14923.12

首亏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制表：于萍

全年预亏*ST公司一览

资产转让疑似关联交易 大元股份遭上交所问询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日股价创出新高的大元股份因本

周的一份资产转让公告引来上交所问询

函。大元股份11月27日晚公告称，公司于

当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宁夏

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

事项的问询函》。《问询函》内容显示，上

交所对于大元股份转让嘉兴中宝41%股

权提出了若干疑问， 上交所要求公司对

交易对方喀什双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

公司原控股股东、 现控股股东等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等在12月1日之前作出说明。

大元股份11月25日晚发布公告，鉴

于公司不再对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

公司实施控制，且其连年亏损，发展前景

不明，又了解到嘉兴中宝厂房被列入政府

拆迁范围，公司继续持有嘉兴中宝股权意

义不大，公司拟将所持嘉兴中宝41%股权

以2350万元转让给喀什双子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当日公告显示，此次交易预计增

加公司当期收益1600万元左右。

在问询函中，上交所指出，大元股份

2013年营业收入为4099.85万元，嘉兴中

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营业收入为

3974.07万元，占比96.93%，根据相关规

定，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上交所要

求大元股份披露认为上述事项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判断依据。 上交所还

要求大元股份年审会计师对公司披露的

“由于其他股东结成一致行动人，嘉兴中

宝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发表专项意见。

上交所称，大元股份还应该就嘉兴中

宝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改选进展情况和改选

后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人员及其背景作出

详细说明， 也应该披露嘉兴中宝另外两位

股东以及拟受让方喀什双子与公司现控股

股东、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公司现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出具说

明，并请律师发表鉴证意见。

上交所还指出， 嘉兴中宝评估增值

356%，交易对手方喀什双子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17日，交易预计

增加公司2014年收益1600万元，是公司

2014年可能实现扭亏为盈的重大交易。

请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交易的真实性，交

易对手及其股东与公司、 公司现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 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公司现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公司原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出

具说明， 并请公司律师和年审会计师发

表专项意见。

大元股份表示， 公司将组织相关各

方认真核查上述事项并按监管要求及时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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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斥资重组钟厦水泥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葛洲坝11月28日公告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于

2014年11月26日与湖北钟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葛洲坝钟祥水泥有限公

司出资协议书》，双方合资设立葛洲坝钟祥水泥有限公司（暂定名），并由葛洲

坝钟祥水泥有限公司对湖北钟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重组。

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钟祥公司设立三个工作日内，钟厦水泥将其水泥

经营性资产转让给钟祥公司。 上述资产和业务重组作价117290万元，扣除钟

祥公司受让的钟厦水泥债务3421万元，转让价款为113869万元。另外，由钟祥

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葛洲坝水泥所属水泥生产线异地技改工程中的4500t/d水

泥生产线，建成后其所有权属钟祥公司所有。 葛洲坝集团水泥许可钟祥公司

无偿使用“三峡”牌注册商标。

公司表示， 此次合作有利于提升公司水泥业务对核心市场的影响力，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

天目药业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天目药业公告，11月27日公司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

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

案调查。

星业科技参与两项行业标准制定

星业科技（430429）11月27日公告，全国表面活性剂洗涤用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与星业科技， 就 “表面活性剂中水溶性伯胺仲胺的测

定” 、“聚丙烯酸钠洗涤增效剂”两项行业标准的制定，近日签订协议。 上述

标准已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列入2014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根据协

议，公司作为国内重点企业入选标准制定工作组，与其他成员共同承担上述

标准的制定工作。（李香才）

山东黄金获330吨金矿资产注入

推员工持股计划 创新定价调整机制

□本报记者 钱秋臣 康书伟

在停牌近4个月后,11月27日晚山

东黄金披露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拟向控

股股东山东黄金集团、 关联方山东黄金

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黄金地质

矿产勘察有限公司以及非关联方金茂矿

业、王志强发行股份，购买价值约50.5亿

元、黄金资源储量330吨的资产。 同时推

出16.85亿元配套融资计划，其中由公司

董监高、部门负责人、重要技术业务骨干

及所属公司负责人组成的员工持股计划

出资认购1.72亿元。

揽330吨黄金资源储量

根据重组预案， 山东黄金此次收购

的资产包括黄金集团持有的东风探矿

权、东风采矿权及相关资产与负债、新城

探矿权， 有色集团持有的归来庄公司

70.65%的股权、 蓬莱矿业51%股权，黄

金地勘持有的新立探矿权， 金茂矿业和

王志强分别持有的蓬莱矿业20%和29%

股权。 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为50.54亿

元，涉及的黄金资源储量约330吨，且为

多处在产矿山和黄金矿业权。

2013年，山东黄金曾推出过资产规

模达百亿元的资产收购计划， 但因复牌

后金价大幅下跌而终止。 上次资产注入

计划中的大部分资产出现在了此次注入

计划之中。 山东黄金目前黄金资源储量

约300多吨，收购后将实现储量翻番，相

当于再造一个山东黄金， 资产规模将得

到大幅提升。此外，交易还将减少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此次资产注入后， 黄金集团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仍有少量但尚不成熟或

不具备转让条件的黄金资产， 包括青海

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嵩县天运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

盛大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承矿业有限

公司、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黄金

集团表示将待时机成熟后将相关资产注

入上市公司，并出具承诺函，承诺三年内

通过对外出售的方式处置上述与黄金业

务相关的资产， 山东黄金在同等条件下

对上述资产具有优先购买权。

定价调整机制护航重组

山东黄金此次重组在方案设计中有

多项创新举措， 在资产和发行价格的定

价上更加灵活。

首先在资产收购股份支付的发行

价格的确定上，公司选择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

14.33元/股， 而不是此前重组办法规定

的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90%。

针对并购重组项目审批环节较长、

股票市场及金价可能大幅波动等问题，

此次重组引入了资产和发行价格事后调

整机制。 发行价格和资产定价调整期间

为审议此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日至本

次交易通过证监会核准前。 调整的触发

条件为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收盘价连续

20个交易日算术平均值高或低于评估

所采用的价格幅度超过10%且山东黄金

及同行业的中金黄金、 紫金矿业及辰州

矿业各自连续60个交易日股价加权平

均值的算术平均值较山东黄金此次停牌

前60个交易日股价加权平均值的算术

平均值的幅度超过10%。

价格调整条款的设定，摆脱了此前

僵化的定价机制， 大大提高了方案的

灵活性。 即使出现股票市场和金价出

现大幅波动的情况， 公司仍可确保增

发方案得到落实，同时又避免交易双方

利益失衡。

员工持股激发企业活力

山东黄金此次方案中还包含了配套

融资方案， 认购方除了山东省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金茂矿业外， 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也现身股份认购方， 成为此次增发

中的一大亮点。

根据安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非公开发行约1185.5万股股份，涉及

资金额约17189.75万元，覆盖公司董监

高、部门负责人、重要技术业务骨干及

所属公司负责人。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达三年，参与高管

的解锁期更长，体现了公司上下对山东

黄金未来发展的信心，将有效激发企业

活力。

业内人士认为， 山东黄金通过市场

化手段，将定向增发、员工持股计划等制

度性创新相结合， 不仅将增厚企业的实

力，募集发展所需的资金，还能有效激发

企业的活力。

谋求业绩突破

江苏吴中推定增+股权激励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江苏吴中11月27日晚发布定增预案，公司拟以不低于11.34元/股的价格，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3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1389.68万元，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投资医药业务。 公司股票将于11月28日复牌。

根据公告， 公司此次募投项目主要包括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

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药

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医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医药研发中心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分别为1.56亿元、0.46亿元、 0.37亿元、0.69亿元、1.06亿元。 此外，公

司还拟投入募集资金1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同日还发布股权激励草案，公司拟向公司及子公司高管和骨干人员

等共计27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数量4,900,000股，授予价格为6.30元/股。分

三期解锁，解锁条件为：以2014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15年、2016年、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5%、30%、45%。

退市制度施压 紧迫感前所未有

*ST公司保壳使尽浑身解数

□本报记者 于萍

年底时分，又到了*ST公司保壳的

关键时期。证监会10月底发布《关于改

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的若干意见》， 今年*ST公司保壳压力

更加沉重。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

前两市仍有16家*ST公司全年业绩存

在亏损风险。 为实现保壳，不少公司拿

出了重组、出售资产、获取补助等手段。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退市制度所带来

的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整体

的风险溢价水平将显著降低。

十余公司面临保壳压力

“此次退市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

现上市公司退市的市场化、 法治化、常

态化，依据法律法规对触及强制退市指

标的公司‘出现一家，退市一家’ 。 ” 10

月底证监会关于退市制度的最新表态，

令今年的ST保壳压力骤升。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 两市共有22家*ST公司出现亏

损。 扣除预计全年将扭亏的6家后，仍

有16家*ST公司今年业绩存在亏损风

险。 在这其中，有11家公司的净利润自

2012年以来连续为负， 将面临暂停上

市的风险。

在已经披露2014年全年业绩预告

的*ST公司中， 有9家预计全年业绩可

能出现亏损。 其中，*ST锐电、*ST武锅

B的2012年、2013年、2014年前三季度

已经出现连续亏损。

*ST锐电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36亿元， 公司预计

全年净利润可能仍为亏损。 *ST锐电

称， 公司1-9月亏损的主要原因为：逾

期货款账龄增加，坏账准备计提继续提

高；资金紧张导致正在执行的项目配套

件供应不及时、项目执行延迟，销售收

入低于预期等。

*ST锐电近期发布的公告显示，资

金问题已经成为公司当前经营中面临

的最为严峻的困难，导致公司的经营风

险及债券违约风险不断加大。今年1-9

月，公司回款24.2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

降9.90亿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

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2.02亿元， 比年初

下降了19.14亿元。

*ST武锅B的经营情况也不容乐

观。 公司预计2014年全年亏损7000万

元至1.4亿元。 业绩发生亏损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国内订单低于预期、股东委托

贷款产生的财务费用以及应收款项和

项目产生的减值损失。 由于*ST武锅

B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三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

均为负值，公司股票自2014年5月16日

起已暂停上市。

谋划重组翻身停牌忙

对于陷入亏损的公司而言， 扭转经

营颓势往往需要较长时间， 通过资产重

组则是实现“麻雀变凤凰”的重要手段。

已经连续亏损两年且前三季度亏

损的*ST仪化便于9月早早披露了资产

重组计划。 根据方案，中国石化集团同

意受让*ST仪化全部资产及负债，并同

意由*ST仪化回购并注销中国石化持

有的24.15亿股股份。同时，*ST仪化向

石化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石油工程公司

100%股权。 交易完成后，*ST仪化将

成为中国石化控股股东石化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通过此次资产重组，中石化

石油工程板块将实现借壳上市。 *ST

仪化11月27日公告， 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

开工作会议，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

近期已有多家*ST公司发布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 *ST南钢于11月25日公

告称，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

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申请股票自

11月25日起停牌。

*ST合泰同样因为拟筹划对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股票已经于

11月17日开市时起停牌。 公司公告称，

经进一步了解，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公司承诺争取在12月24日前

披露符合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

此外，*ST新都、*ST传媒等公司也

都处于重大事项停牌过程中。

多渠道多手段力争保壳

除了资产重组外，为了实现保壳目

标，ST公司纷纷上演“三十六计” 。 出

售资产、获取政府补贴等手段也成为保

壳的重要途径。

为确保*ST昌九2014年净利润为

正、净资产为正的保壳目标，昌九集团

在10月底披露了拟定的新保壳方案。

具体措施包括： 请示赣州市政府于

2014年12月31日以前给予*ST昌九经

营性财政补贴8000万元。 请示赣州工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昌九集团在

2014年12月31日以前豁免*ST昌九

1.60亿元债务。

截至2014年9月30日，*ST昌九所

欠昌九集团债务累计为3.90亿元，昌九

集团拟在豁免*ST昌九1.60亿元债务

的同时， 将*ST昌九512.2亩工业用地

按评估值等额抵偿所欠昌九集团1.31

亿元债务。

*ST钢构则通过变卖资产改善业

绩。 此前公司曾公告，在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挂牌出售持有的上海瑞宿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10月中旬，

该项资产以2.58亿元的价格交易。公司

表示，此次出售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

资产，提升公司业绩。交易完成后，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转让将对公

司净利润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今年前

三季度 ，*ST钢构的亏损金额达到

7755.98万元。显然，此次资产出售将对

改善业绩产生重要作用。

同样， 为了提升公司财务质量，

*ST三鑫拟将广东中航特玻51%股权

转让给控股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广东中航特玻51%股东权益价

值为1.32亿元。 11月11日，*ST三鑫公

告，已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此后，公

司股价出现连续上涨。

总体来看，退市制度的执行力度正

在不断加强。 平安证券认为，退市制度

的完善降低了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

壳资源的寻租价值，有助于投资者给予

其合理的市场化定价，也有助于在发行

端的市场化改革。

两家ST公司深陷债务泥潭

*ST

二重

11

月

27

日晚再度更新其

逾期债务规模。 公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

银行贷款等债务

448,900.76

万元逾

期。 其中，公司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逾期共计

320,589.94

万元； 公司不能

按期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共计

45,636

万元； 公司到期融资租赁本金

及租金逾期

34,267.48

万元；公司全资

子公司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逾期共

计

31,688.58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不

能按期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共

计

16,718.76

万元。 公司表示，公司正

积极与有关各方协商，寻求妥善解决

上述问题的方案。

*ST

锐电

11

月

27

日晚也公告称，公

司于当日分别收到北京证监局和上交

所的《监管问询函》和《监管关注函》。由

于公司发行的

26

亿元“锐

01

暂停”债券

本息兑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全年有

可能继续亏损、面临逾期贷款诉讼以及

董事会结构不合要求等问题，北京证监

局要求

*ST

锐电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公

司债兑付压力、 积极提高财务核算质

量、完善公司治理、强化信息披露以及

做好投资者管理工作。 同时，要求公司

应在收到《监管关注函》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内，向北京证监局报送对上述问题

的整改计划，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进

行公开披露。 （张玉洁）

中科云网终止收购中视精彩影视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科云网11月28日公告， 就终止收购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51%股权事项，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谅解备忘录。公司按意向协议已支付的定

金，熊诚应在2014年12月31日前全额返还给公司。 若交易对方未能按约定返

还定金1000万元，则公司面临1000万元款项无法按时全部回收的风险，可能

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一定影响。

2014年3月6日，中科云网与熊诚签署协议，协议约定在北京中视精彩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含）的条件下，公司同意按

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以不低于10倍市盈率的价格收购目标公司不低于51%

的股权。

中科云网称，通过认真分析市场形势和审慎考虑投资风险，公司认为受让

目标公司51%股权的时间跨度较长， 目标公司未来全部实现目标利润存在不

确定性。为进一步保障目标公司未来长期的平稳健康发展，双方决定提前终止

意向协议。

兰石重装结束核查复牌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兰石重装11月27日晚发布股价异常波动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 经公司再

次核查， 公司不存在对股票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经再次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兰州兰

石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双汇发展董事长万隆增持10万股

□本报记者 姚轩杰

11月27日晚，双汇发展公告称，当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兴泰集团一致

行动人、公司董事长万隆的通知，万隆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

10万股，平均价格28.45元，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045%。

本次增持后，万隆持有公司股份1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8%；兴

泰集团通过其实际控制的罗特克斯、双汇集团与万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12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73.272%。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万隆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4年11

月27日起)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增资扩股

外资现金出资15.25亿元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光明乳业11月27日晚公告，11月27日， 公司、 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与

Chatsworth� Asset� Holding� Ltd签订《关于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有限公司

之增资协议》等报批法律文件。

增资协议约定，Chatsworth� Asset� Holding� Ltd以等值于15.25亿人民

币的美元认购荷斯坦牧业新增注册资本， 其中373，777，008元人民币进入注

册资本，其余进入资本公积金。

增资完成后荷斯坦牧业注册资本为830，615，573元人民币， 其中光明乳

业以荷斯坦牧业现有全部资产出资持有55%的股权，Chatsworth� Asset�

Holding� Ltd以现金出资持有45%的股权。

公司表示，荷斯坦牧业增资扩股，有利于公司利用社会资源，解决牧场建

设的资金瓶颈，减轻资金压力，加速发展优质奶源基地，有力支持公司可持续

发展和国际化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