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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优酷土豆集团成立仅4天， 土豆网

创始人C EO 王微昨日凌晨00:06分宣布正

式退休。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合

并案———优酷和土豆合并昨日正式完成，

土豆美国存托凭证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

的交易于8月24日起停止交易， 并从纳斯

达克退市。

王微今年仅39岁，年富力强，退休后是

游山玩水，还是另起炉灶？土豆网人士称并

不知情，不过王微在微博上称，“下一个有

趣的梦再见”， 似乎透露了他有意重新来

过。有消息称，王微已注册了一家公司。

“土豆”退休

“七夕夜晚，七年土豆，今晚正式退

休。谢谢每个兄弟姐妹，也谢谢路上每个经

过的人在故事里留下的一笔色彩。 下一个

有趣的梦里再见”。昨日凌晨，王微通过新

浪微博对外披露了这一决定。

这距8月20日优酷土豆合并案获得股

东大会通过才4天，距优酷土豆集团公司成

立也仅4天。 对于如此突然的闪电退休，许

多跟随王微“打天下”的土豆员工都感到

伤悲。

与创始人一起“退休”的还有土豆网。

根据去年3月12日签署的合并协议条款，双

方以100%换股的方式合并，其中在合并计

划生效日已经发行和已流通的土豆每股美

国存托凭证可换取1.595股的优酷美国存

托凭证。

何去何从？

王微并未透露退休后的打算。 业内人

士分析，对于今年仅39岁的王微来说，可供

选择的道路或许只有2条：从文或者从商。

第一，王微在业内以文艺范儿、小清新

著称。这些年其曾写过话剧、写过小说，游

历过世界众多地方。 而从2011年~2012年，

王微先后经历前妻（

电视女主播杨蕾

）上

诉、上市停滞、上市再冲刺并获得成功，与

优酷合并等波折。 一年多来的经历如过山

车般跌宕起伏，或许随着此次退休，王微倒

是可以选择做一名最富的“文艺青年”。

此前也有消息称， 王微已低调注册新

公司开展新的创业项目， 但并未经其本人

证实。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刚过去， 不少商

家为了这个中国的传统情人节各显神

通，促销优惠活动层出不穷，以期能借情

人们过节小赚一把。

鲜花是七夕节 “跑不脱” 的消费

品， 各鲜花店老板也是使出了浑身解

数，不少鲜花店都在今年七夕迎来了大

丰收，有鲜花店甚至借七夕“狠”赚了

几万元， 在市民们捂紧腰包的时候，能

有这样的成绩，还是让鲜花店老板们颇

为满意。

狠赚5万

付老板经营着一家自己的花店“快

乐小丑鲜花”，几十平方米的实体店以及

一个设计得有板有眼的网站， 说起今年

七夕的生意， 付老板骄傲地告诉记者，

“卖了约500束，生意相当不错”。

七夕当天，花店的品种从150元以上

到几千元不等， 但卖得最好的还是售价

200多元的11朵扎成一束的玫瑰，“包括

前几天就预订了的， 和一些配送给其他

网站的，七夕这天送出去的花有接近500

束。”以200元均价计算，付老板在七夕的

营业额冲到了10万元，“利润有一半，五

万元差不多。”

80后成消费主力

说起这个属于鲜花的节日，最“功不

可没”的还是那些愿意消费的情侣们，他

们大多是一些参加工作后， 具有一定消

费能力的80后青年。

付老板告诉记者， 在他这里订花的

消费者中，接近100%的都是年轻人，“可

能因为我这里网上订花的比较多， 这种

方式年轻人更能够接受吧。”记者随后采

访的多家实体花店老板也有与付老板基

本一致的回答，“超过90%的消费者都是

30岁左右的青年”。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曹逸韵

中国版“Siri”获注资

中国移动入股科大讯飞

在与苹果语音合作没有突破的情

况下，中国移动调转了枪头。

昨日，中国移动宣布，与在深圳上

市的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

科大讯

飞

） 签订认购协议， 认购科大讯飞

7027.39万股新股， 占科大讯飞扩大后

股本的15% ，每股作价19.4元人民币，涉

资13.63亿元，以现金支付。入股之后，

中国移动成为科大讯飞的第二大股东。

科大讯飞智能语言产品“讯飞口

讯”“讯飞语点” 等产品被称为中国

版的“Siri”，甚至有分析认为，科大讯

飞在中文语音识别方面， 对于中文普

通话及方言的支持要优于苹果的Siri

和谷歌V oice，具有很强的本土优势。

对此，中国移动表示，完成认购后

公司仅从出资人和战略投资者角度履

行相关权利义务， 无意主动取得科大

讯飞的控股股权或实际控制人地位。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韩国法院判决

苹果侵害三星两项专利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4日对三

星电子公司与苹果公司之间的“专利

诉讼”进行了判决，判决结果认定苹果

公司侵犯了三星电子拥有的有关通讯

技术的两项专利， 同时认定三星电子

侵犯了苹果公司的一项专利。

新华社

昨日， 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

官网上紧急发布情况说明。经过初步检测，

天邦股份认为， 该猪场在免疫前可能已被

伪狂犬病毒野毒或其他病毒感染， 系造成

猪只大面积死亡和流产的原因。

注射疫苗

第三天出现母猪流产

近日， 一张河南延津县一养殖户为死

猪搭建灵棚“喊冤”的图片在网络上引发

大量关注。

据了解，8月1日，河南延津县养殖户秦

金周为300多头猪注射了成都天邦生物公

司伪狂犬疫苗，次日，猪出现不进食、精神

不佳的情况，8月3日，怀孕母猪开始出现流

产，接着后期怀孕的母猪陆续流产。

“目前已死了50多头母猪，200多头母

猪流产，流产夭折的小猪有2000多头。”秦

金周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电话采访表

示，“经济损失达上百万元。”

“猪场可能免疫前

已发生病毒感染”

昨日， 成都天邦生物公司在官网上紧

急发布“网络反映成都天邦疫苗在河南延

津某猪场出现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公司

疫苗产品在生产和检验过程中不存在可能

引起质量问题的不规范操作， 同时对留存

样品重新检验后， 也未发现安全性和效力

方面存在质量问题。

天邦股份披露，该批次产品除按国家

相关管理规定封存留样产品外已全部销

售完毕， 共计售出42631瓶，426310头份，

分别销往河南、山东、湖北、内蒙古、广西、

新疆、辽宁、北京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据跟踪，除本次事件外，其他区域未出

现类似情况。

天邦股份认为， 该猪场在免疫前可能

已发生伪狂犬病毒野毒或其他病毒的感

染，系造成猪只大面积死亡和流产的原因。

对留存疫苗

送至第三方机构检测

“从昨天上午10点开始，就接到投资

者的电话， 而后又是经销商、 养殖户的电

话，不断地向他们作出解释。”昨日，宁波

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韦当面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面色显得有些憔悴。他

表示，公司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公司将会对

留存的疫苗样品送至第三方权威机构去复

检， 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作

更进一步的调查和鉴定。

“公司派出了以公司总经理和相关技

术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前往当地， 将从人道

的角度为他们提供些服务。”同时他表示，

公司也正在找律师， 将从法律的层面维护

公司的利益。

成都直飞日本航班

全日空将削减为每周四班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日本全日

空航空公司获悉，进入冬季淡季之后，

成都直飞日本成田的航班由之前的每

日一班减少至每周四次。

昨日，全日空航空相关负责人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此次航班调整也是

一直以来的惯例，进入冬季之后会按

照冬季航班时间来运行，计划在今年

10月28日到明年3月30日， 调整为每

周四班， 航班定在每周一、 周三、周

五、周六。

自去年6月国航和全日空分别开

航成都直飞东京之后， 两家公司竞争

异常激烈， 此后全日空成为目前成都

唯一直飞日本东京的航空公司。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死猪“喊冤”

疫苗惹祸？

近日， 网络上

关于河南延津某猪

场因注射了天邦股

份旗下子公司成都

天邦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疫苗后， 发生

猪群死亡的消息，

引发广泛关注。

安徽农业大学动物学院教授魏建忠表

示，“将问题完全归结到疫苗上不合适。”他说

到，首先，一般来说，注射伪狂犬疫苗后，

5

天至

7

天才有效，根据目前的调查来看，该猪场的

猪第二天就发病了， 会不会是猪在注射疫苗

前就有潜在的疾病？其次，疫苗一批的量比较

大，但依据公司发布的初步调查，除了该猪场

外，其他地方使用该疫苗的猪都没有问题。另

外，魏建忠表示，猪死亡肯定是有原因的，在

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猪可能发生蓝耳病、伪狂

犬病、 猪链球菌病等，“但一定要由第三方检

测，拿出科学依据。”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专家：应由第三方检测拿出科学依据

土豆网昨退市 39岁王微闪电退休

逆市火爆 鲜花店七夕赚万元

王微闪电离别 土豆网供图

8

月

21

日，河南延津，养殖户秦金周的很多头猪突然死亡

成都天邦生物公司昨

在官网紧急声明， 称产品

未发现质量问题

养殖

户

天邦

公司

公司

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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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相马

页岩气概念股遭爆炒

原始股东逢高跑路

顺网科技(300113

，收盘价

25.45

元）

中报：

0.26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5428

万股

净资产：

5.69

元

/

股

推荐理由：

主要从事互联网娱乐平

台的设计、推广、网络广告推广及互联网

增值服务相关业务， 通过联合运营等方

式也已经与包括盛大、 腾讯在内的互联

网巨头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开展了更为

丰富的互联网增值服务。

中珠控股

（

600568

，收盘价

17.78

元）

中报：

0.01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8547

万股

净资产：

5.48

元

/

股

推荐理由

：2012年1月， 公司完成以

1.28亿元收购王文孟持有的捷尧矿业公

司68%股权，以2011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 捷尧矿业矿业权评估价值为2.03

亿元， 该股权对应的捷尧矿业洞金矿的

有效黄金储量不低于23吨， 此外还有涉

铀概念。

山西汾酒

（

600809

，收盘价

38.99

元）

中报：

0.91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86585

万股

净资产：

3.54

元

/

股

推荐理由

： 全国最大的名白酒生产

基地之一， 公司主导产品汾酒是中国四

大名酒之一和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

竹叶青酒连续三次被评为国家名酒，获

得五次国际金奖。近期表现不错，在白酒

股中走势比较独立。

瑞丰高材

（

300243

，收盘价

11.05

元）

中报：

0.275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4255

万股

净资产：

4.13

元

/

股

推荐理由

： 主要从事以加工助剂和

抗冲改性剂为主的高性能PVC助剂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最大的PVC加工

助剂和除CPE外的抗冲改性剂供应商之

一和最早实现ACR (

包括

ACR

加工助剂

和

ACR

抗冲改性剂

) 和MBS规模化生产

的企业之一。

和佳股份

（

300273

，收盘价

20.42

元）

中报：

0.25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5003

万股

净资产：

4.23

元

/

股

推荐理由

： 是在医用影像领域政府

采购中中标量和中标额最大的设备供应

商之一，是国内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

家能提供较为完整的肿瘤微创综合治疗

解决方案的企业， 公司的医用分子筛制

氧系统，在客户中获得了“医用制氧专

家”的称号。

利源铝业

（

002501

，收盘价

18.48

元）

中报：

0.57

元

/

股

目前流通盘：

11244

万股

净资产：

7.07

元

/

股

推荐理由

： 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日益

提高，公司募集资金投资“特殊铝型材

（

工业型材、棒材、管材

）及铝型材深加

工项目”，达产后，产品面向高铁、城市

轨道交通车厢市场。 已经预告1～9月业

绩将同比增长40%～60%。

成都商报记者 毛晋楠整理

页岩气运输管道 制图 王雪

行业 向民企开放

今年5月17日， 国土资源部在其官

方网站上发布《页岩气探矿权投标意向

调查公告》， 明确了第二轮页岩气探矿

权招标投标人资格条件。6月15日，国土

资源部再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

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领域的意见》，

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资主

体依法开展页岩气、煤层气、油砂、页岩

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察开发。

国土资源部的调查公告、意见发布

之后，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各

个行业的70多家企业参加。

沪、 深两市上市公司中， 广汇能源

（600256）、杰瑞股份（002353）明确向

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将会参与第二轮页

岩气探矿权招标。其中，广汇能源控股子

公司广汇石油于今年2月获得气体矿产

勘察资质（

乙级

），公司正积极组建页岩

气地质研究和勘探专业团队。 广州控股

（600098）则公告，公司已向国土资源部

等相关部门表达了参与投标的意向。

五大电力公司中 ， 华 能 国 际

（600011）方面透露，该类事件由集团

公司运作。凯迪电力（000939）也称控

股股东阳光凯迪具有涉足页岩气的意

愿和动力， 但上述行为与凯迪电力无

关。

记者致电国土资源部询问，相关人

士表示， 该部确实收到不少企业的反

馈，但只是初步意向，届时将有多少企

股市 页岩气股提前热身

两市页岩气概念股已遭遇爆炒。

杰瑞股份2010年2月上市，股价逆市

步入上升通道，高点不断被刷新。公司的

油田专用设备制造业务包括压裂车、压

缩机等可用于页岩气开发运输的设备。8

月2日起， 宝莫股份便遭遇爆炒，17个交

易日涨幅接近90%。 山东墨龙自8月1日

起，公司股价同样拔地而起，从6.31元/

股最高摸至14.20元/股， 已创上市后新

高。

页 岩 气 概 念 股 如 神 开 股 份

（002278）、通源石油（300164）、海默科

技（300084）、仁智油服（002629）、惠博

普（002554）、湖北能源（000883）等亦

纷纷逆市走出独立行情。一时间，页岩气

概念股俨然成了市场的明星。

在股价遭遇爆炒之后， 这些公司对

此态度不一。 在被问到有无产品运用到

页岩气开采领域， 宝莫股份方面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上回复：“目前公司正在研发

项目， 有涉及页岩气开采等方面的技术

研究，但尚未形成产品销售。”山东墨龙

回复称， 拥有可应用于页岩气钻采方面

的套管，但“目前该类产品占比很小。”

态度比较干脆的是海默科技、 湖北

能源。海默科技方面澄清，公司的多相流

量计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工业的生产领

域，与页岩气勘探的关联性不大；湖北能

源则回应， 公司既没有正式提交投标申

请， 也没有制定有关页岩气业务的详细

原股东 逢高减持

在页岩气概念股股价炒高之后，股

东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

8月24日， 鲁信创投 （600783）公

告，公司全资子公司高新创投、鲁信投

管，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

出售所持有的宝莫股份1104.12万股。

减持后， 鲁信投管不再持有宝莫股份，

高新投还持有宝莫股份流通股3886.09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10.79%。

高新投、 鲁信投管皆为宝莫股份的

发起人，上市之前，两公司的持股数量分

别为1600万股、100万股； 在两次利润分

配之后，高新创投、鲁信投管持有宝莫股

份的股份数量本应为4800万股、300万

股； 累计减持数量本应为1213.91万股，

可见他们极早就已开始出售股份。

上海双建， 持有上市前宝莫股份

300万股，在两次利润分配之后，持股数

量本应为900万股。不过，在股份解禁之

后，上海双建便一路减持。

通源石油同样遭遇原始股东上海

联新抛售。上海联新于6月27日至8月21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通源石油170.788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1.08%。在此之前，公司副董事长吴

墀衍也减持了88.1万股。业绩尚算不错

的杰瑞股份， 同样遭遇股东的减持，且

这些股东多为公司高管，职位分别为董

事总经理、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以及

监事等。

成都商报记者 许金民

在获批成为独

立矿种、相关规划已

经出炉之后，页岩气

概念持续发酵。

国土资源部透

露， 我国第二次页

岩气探矿权招标工

作预计9月举行。本

轮招标条件放宽不

少， 并鼓励民营企

业参与；截至目前，

已有70多家企业有

意参加。

随着招标日趋

临近，沪、深两市页

岩气概念股已先期

躁动， 杰瑞股份逆

市上扬， 宝莫股份

（002476）连拉涨

停 ， 山 东 墨 龙

（002490）创出新

高。

宝莫股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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