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红枣行业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好

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好想你）

准备密集关闭上百家门店， 该消息引外界关

注。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好想你”在四

川的专卖店这两年整体数量也有些许减少。

上市以来首现业绩下滑

好想你2011年5月20日在深交所中小板

上市，在A股市场，其是继双塔食品、金字火

腿、洽洽瓜子等之后，又一家休闲食品类上市

公司。

今年以来， 该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双下

滑。其中报显示，2013年上半年，好想你枣业

实现营业收入39923.45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

降0.67%；实现净利润4298.88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15.72%。 这是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业

绩下滑。

对此，董事会表示，上半年国家宏观政策

对礼品类消费造成一定抑制， 对公司原有销

售格局产生较大压力，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

昨日（10月15日），“好想你”董秘办相

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公司的确计划即日起至

2014年年中， 在全国范围内关闭600家专卖

店。 据她解释，“关店计划将分三批完成，每

次关闭200家。在关店的同时，也会新开一部

分。据该人士透露，四川有一家直营店将会升

级，目前暂时没有门店涉及关闭计划中。

据 “好想你”2013年半年报显示， 截至

2013年6月30日，公司在全国设立了11家销售

子公司，2084家专卖店。 就西南地区来看，

2013年上半年， 西南地区营业收入为920万

元。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均同比增长，但这在

全国市场中， 整日的营业收入额排名倒数第

三位，仅高于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

据董秘办相关人士透露，“好想你”在四

川共有54家店， 而记者发现相较于两年前的

65家， 是减少了9家。“截至今年6月30日，公

司今年在全国已关闭了144家店。四川地区关

闭了大概5家，另新增了3家店。”

成都店主喊今年生意秋

2007年河南企业“好想你”以特许经销

商形式进军成都。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位于红星路四段的一家“好想你”枣店，该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成都最早的一家

加盟店。

该店老板杨姓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利

润下滑得有些厉害，而店租每年都在涨，确实

有点“压力山大”。店上的主要客源是河南驻

四川的单位，或是河南企业。店面每月的租金

是1万多元， 人力成本每月在6000元左右，他

称自己去年的净利润不好测算， 可能在10万

元左右。

据他透露， 中秋前的6~8月都在亏本，

“每逢春节最旺， 有时候能卖20万元左右的

销售额，但淡季一个月销售额有2~3万元就不

错了。除开进货成本，利润确实不算高。”他

告诉记者，四川地区确实存在关店情况，但也

有一些新开的门店。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好想你在四川的

渠道主要是分公司和经销商。 一位经销商表

示，总部销售渠道有很多，包括网上销售、商

超、加盟店、直营店，但实际上好想你的产品

全靠礼盒走量， 从全国来看， 四川销售不太

好，至今也没有进入大型卖场销售。

有业内人士分析， 一方面是因为加盟商

始终挂着别人的牌子，加上盈利并不多，加盟

商没有动力；另一方面“好想你”作为河南的

土特产，在成都的品牌还没有打响。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实习记者 熊玥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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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传媒改口“新闻界的大新闻”

上海两大报业集团整合进行时

快贷投资专栏股价近日已先行暴涨

新华传媒的牛气始于9月12日，当日，新

华传媒股价迎来近期罕见的涨停，9月底，再

度发力。10月14日，新华传媒因“重要事项

未公告”而全天临时停牌。

这一“重要事项”在15日揭晓。新华传

媒15日公告称，“10月14日，上海新华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接控股股东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函告：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日前接到上级主管

部门通知，正在筹划准备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与相关报业集团整合事宜，目前有关部门正

按照程序对拟任干部进行任职前公示。解放

日报报业集团将待上述整合事宜经正式法

定程序批准后履行告知义务。公司股票将于

2013年10月15日开市起复牌”。

其实，资本市场的鼻子早在公告消息出

炉的前一日（即14日）《解放日报》刊登的

《上海市市管干部提任前公示》中嗅见些许

端倪。在这份公示中，首度公开提到了“上

海报业集团”。这被视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与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合并的重大信号。

该公示显示，现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

团副社长的高韵斐拟任上海报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副社长，而现任上海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程峰拟

任上海报业集团副总经理。

对于公示中提及的“上海报业集团”这

一新名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作为“上海

报业集团”旗下目前唯一的上市公司，新华

传媒未来发展将增添更多想象空间。

市场憧憬优质资产注入

此次上海滩报业的大手笔整合，成为令

人瞩目的焦点。公开资料显示，解放日报报

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是上海最

大的两家报业集团，上海市场上的绝大多数

报纸都归于这两大报业集团旗下。

而近期，新华传媒的种种资本运作备受

市场关注。在传统传媒企业纷纷收购动漫影

视、游戏公司等资产时，新华传媒今年7月却

逆势而为，公告将出售所持有的上海炫动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5.5%的股权。10月8日，新华

传媒又将所持有的上海解放文化传播公司

51%的股权挂牌出售，挂牌价为3.25亿元。

在互联网冲击传统媒体的当下，传统媒

体正探索转型之路。市场将更多注意力集中

到新报业集团商业模式的整体变化，以及是

否有优质资产注入等方面。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新媒体研究学

者魏武挥撰文指出，两家集团内有一些至今

仍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报纸，而且多数

还有所谓的“级别”；另外，合并伴随着报纸

重整和一些新部门的创立，编制内人员的重

新调配、编制外人员的重新整合。各种因素

使得这家新诞生的上海纸媒集团要想正式

甩开膀子走路，也许要到2014年下半年了。

2013年上半年，新华传媒实现营收8.12

亿元，同比减少0.23%；净利润3341.68万元，

同比减少48.66%。其中，广告报刊收入1.92

亿元，同比下滑31.54%。

《每日经济新闻》

昨日（10月15日） 举行的 “汇付天下

行———2013成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论坛”

上， 第三方支付公司汇付天下联合建行、招

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成都农

商行、德阳银行等多家银行，共同探索了成

都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现状及发展趋势。

论坛上讨论的焦点是，来自西南财经大

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

发布的小微企业贷款融资的相关数据。根据

该中心的调查， 我国仍有15%的小微企业有

需求但未获得贷款，有民间借贷的小微企业

占比达32%， 远高于获得银行类金融机构贷

款的小微企业所占比例13%。

就成都来讲，成都市工商联最新数据显

示，2011年底成都累计注册登记私营企业20

万户， 累计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达到36.1万

户。“这两个数据，即使与东部小微企业发展

较发达的苏州相比，也相差无几。”汇付天下

执行副总裁刘钢表示。

那么，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应该

如何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

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城市，小微企业信贷

的主要提供方来自信用社、农商行，占比达

45%；其次是工行、农行、建行、邮储银行，合

计占比38%。而在农村，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信用社、 农商行的小微信贷提供占比高达

65.5%。“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市场结构单一，

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甘犁表示。

甘犁强调，根据数据得出的结果，银行

等金融机构要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必须

以专业化和综合化服务为导向，创新小微金

融机构服务模式， 建立新型银企合作关系，

结合地区和行业经济特点， 进行专业化建

设，形成独有的服务方式、风险控制手段及

盈利模式。

成都商报记者 吴宇宸

贷款专家———快贷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当下， 市场上良莠不齐的融资服务让

很多老百姓难以抉择。 如何让自己的贷款

省钱又轻松呢？ 成都市快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快贷中心）急百姓之所急，

及时推出了省时、省心、省钱的快贷VIP便

民金融热线，解决老百姓的贷款问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7

厘

在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快贷中心，

笔者看到多位希望贷款的客户正在听该公

司总经理殷红讲解最新的银行政策。 据了

解， 快贷中心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最低至5.7厘的贷款利息，品种有：随

借随还；3年先息后本；住宅可贷十成；商铺

可贷七成，以及按揭车、按揭房可以轻松贷

款等等海量信息。

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因为征信、抵

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部分银行不能正

常贷款。快贷中心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在22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款方

案，最高可以贷到十成，不足部分可以通过

办理大额信用卡等方式， 解决客户的资金

缺口。

全款房、合同房 当天能拿到钱

“需要资金的人如果有全款房或者合

同房，在快贷中心当天就能拿到钱。”据殷

红介绍，快贷中心提供的短期应急贷款，有

速度快、额度高、方式灵活等特点，“最快

半小时就可以放款， 额度最多可达评估价

100%，房产、汽车都能贷。”

按揭车、房和无抵押贷款三天到账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按

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 购房合同证明

和稳定工作的凭证， 就可以享受由快贷中

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 为客户提供

贷款VIP服务，三天就能拿到贷款。

在快贷中心大厅， 笔者遇到了做杂货

铺生意的周先生。他希望扩大门店经营，但

不知如何解决启动资金问题， 通过朋友借

款他开不了口，看过几家中介公司，利息又

高得惊人。纠结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周

先生打通快贷VIP热线，当天下午他就凭借

按揭车手续贷到了30万元。 通过实地调查

周先生的经营门店， 快贷中心又给他追加

了30万元贷款，而且利息优惠了很多，仅仅

一天他就轻松拿到了这笔贷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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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蒙

我国三成小微企业融资靠民间借贷

好想你枣业拟关600家门店 在川暂无涉及

距离澄清控股股东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

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合并这一 “新闻界的大新

闻”不到

5

天时间，新华传媒（

600825

）昨日（

10

月

15

日）终于“改口”发出一纸公告，证实上述

消息。由此，新华传媒未来发展将增添更多想

象空间。昨日，新华传媒股价以涨停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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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才是硬道理！ 不管并购搞得风生水

起，还是互联网合作弄得油油爆爆，只要业绩

不过关， 增速跟不上， 投资者依旧会用脚投

票，将你“out”出局。

预增占比超五成

受到资金疯狂追捧的创业板， 今年持续

书写着自己的神话，新高屡创的同时，其三季

报的披露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记者统计后发现，截至目前已有352家创

业板公司公布了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业绩

预增的有199家，占比56.53%；业绩下滑的有

153家，占比43.47%。从报喜公司数量来看，创

业板今年前三季度的成绩单只能算“及格”。

分行业来看，光伏实现反转，如向日葵预

告前三季度盈利3000万~3500万元，东方日升

预计盈利4100万~5100万元。而属于传统行业

的有色金属、交通运输、交运设备等板块则继

续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机械设备、信息设备

和信息服务三大板块整体表现不佳， 业绩主

要以预减为主。

当然，由于受益于行业的高景气度，不少

公司也交出了优异答卷，如华谊兄弟凭借《西

游降魔篇》票房及减持掌趣科技股份，今年前

三季度业绩增长超过200%， 而受益于公司金

融IC卡的放量和高铁业务重启，天喻信息、鼎

汉技术的业绩均大幅增长。

资金追逐业绩持续高增长个股

记者发现，万福生科、星河生物、宝德股份

等业绩连续同比下滑的个股自然早被资金抛

弃，不少业绩增长的个股昨日也蹊跷遭到抛售。

例如，暴跌7.3%的顺网科技，今年前三季

度实现净利润6830万~7800万元， 同比增长5%

~20%；暴跌8.49%的神州泰岳，今年前三季度实

现3.4亿~3.7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5%~25%。

对此，有市场人士告诉记者，“从今年创

业板走势来看， 其是一波结构性牛市的走

法，不仅股指实现从低位以来的翻倍，板块

个股涨幅巨大的更是比比皆是，导致估值水

平的大幅提升，那么，创业板的牛市是否透

支了未来的业绩，或者说创业板的业绩是否

能实现高增长，来支撑、来享受这些估值泡

沫呢？因此三季度业绩预报出来，一些依旧

保持增长的个股， 但是同比增速却在下滑，

引发了资金的思考，增速放缓成为投资者投

资创业板又一块心病， 比如提到的神州泰

岳、顺网科技都是增速放缓，没有提及的万

顺股份、朗玛信息，则是从业绩同比增长变

为业绩下滑，存在业绩拐点的风险，他们均

遭到市场用脚投票，选择离场，简单来说，他

们的业绩表现无法支撑其股价，估值回归将

是大概率事件。”

创业板开板伊始，就被冠以“高增长”的

美称，经过几年的洗礼，业绩变脸早已让光环

褪色，投资者更看重业绩持续高增长的个股。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基金经理付娟日前指

出，当前创业板的风险呈现出分化的特点，有

不少股票存在估值泡沫， 可能还会进一步回

调；但精选出来的一些业绩确实、具有成长性

的创业板个股，其后期风险并不大，这些股票

会在调整中更为抗跌， 而且中长期可能会有

更好的表现。

《每日经济新闻》

作为目前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动画片

之一，《喜羊羊与灰太狼》（以下简称

《喜羊羊》） 有着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然

而就是这样一部动画片， 却在 《新闻联

播》中被直接点名，被贴上了“涉暴”的

标签。一时间，正在洽谈收购事宜的奥飞

动漫（002292）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 而今日公司也在公告中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

近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称，在整

个动画片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个别动画

片存在暴力失度、 语言不文明的现象，个

别暴力行为被未成年人效仿，造成人身伤

害，引发社会关注。新闻中还提及《喜羊羊

与灰太狼》《熊出没》 两部目前颇受关注

的动画片正在进行整改。

由于《喜羊羊》《熊出没》是目前非

常受欢迎的两部动画片，有着极大的观众

群体，上述报道一经刊发后，立刻引发了

广泛关注。由于目前处在停牌状态中的奥

飞动漫在不久前宣布了收购《喜羊羊》相

关资产的方案，因此也意外地被卷入到这

场风波中。

奥飞动漫今日公告称，本次媒体报道

后，经公司向广东原创动力有限公司了解

和沟通，其已经对个别情节和语言进行修

改，以达到更高的制作标准，对未来动画

片制作、发行、品牌发展和授权等经营活

动不会构成影响。

不过奥飞动漫也表示，《喜羊羊》是

通过羊羊族群与灰太狼家族之间的一个

个斗智斗勇的趣事，表现出羊羊族群的机

智、 勇敢、 乐观和灰太狼家族的自私、贪

婪、凶恶，作品主题积极向上，情节生动曲

折，对话机智幽默，形象个性鲜明。该动画

片及电影收视率、票房在国产动画片中均

排名前列， 并于今年5月获得2013年中国

动漫“金猴奖”。

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收购事宜，奥飞动

漫称相关资产交割事项正按照协议约定

正常进行，媒体报道不对公司此项资产收

购及后续资产交割构成影响。资产交割完

成后，公司将加大对“喜羊羊与灰太狼”

品牌的运营投入，不断完善、创新推出更

加丰富、优质的动画内容，将“喜羊羊与灰

太狼”品牌推向全新的高度，推动国内动

漫产业的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证监会最新公布的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及审核情况公示表显示，上周共有12只

基金提交募集申请，7只基金的募集申请

获得通过。

12只提交募集申请的基金中有超过

半数的基金为固定收益类产品， 包括：易

方达裕惠回报债券型基金、华泰柏瑞丰汇

债券型基金、国开泰富岁月流金定期开放

信用债基金、富安达高票息定期开放债券

型基金、长盛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商

多元收益债券型基金和浦银安盛月月盈

安心养老定期支付债券基金。

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上周提交募集

申请的基金类型中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

基金也呈缓慢回升态势，包括：中银优秀

企业股票型基金、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

混合型基金、前海开源驱动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银优秀企业股票型基金和信诚中

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基金。

另外，上周有7只基金获得批准，包括

常规程序下获批的融通通源一年目标触

发式混合型基金和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

券型基金。简易程序下获批的5只基金是

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基金、 浦银安盛

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广发天

天红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景顺长城景颐

双利债券型基金和汇添富双利增强债券

型基金。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鹏博士

前三季度业绩预增约94%

� � � �鹏博士（600804）今日公告称，2013年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纳入公司会计

报表合并范围，其收益并入公司整体收益；

公司新增多个开展业务的城市， 用户规模

不断扩大，在网率稳步提高，促使公司业务

收入和利润不断提高， 也促进了业务收入

和利润的增长。 公司预测，1~9月实现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4%左右。

新希望

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

新希望（000876）今日公告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新希望投资于2013年3月14日融资

15亿元用于认购民生银行可转债，截至2013

年9月15日，民生银行可转债已经全部减持，

回笼资金16亿元。该融资期限为一年，因距

离融资到期日尚余5个月时间， 在保证资金

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新希望投资拟在不超过

16亿元的额度内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兴蓉投资

公布三季报

兴蓉投资（000598）今日披露的三季

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

17.96亿元，同比增长16.43%；实现净利润

约6.25亿元， 同比增长11.66%； 每股收益

0.22元。同时公司宣布，鉴于印度经济发展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在印度投资尚存

在经济、金融、法律体系、文化等方面的风

险，终止在印度设立合资公司事宜，即终止

增资鼎联印度。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9月新批3家 QFII增至240家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证监会14日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共有3家境外金融

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资

格，获准投资内地资本市场。另有2家人民

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机构获批。

截至9月底，获得QFII与RQFII资格的

机构分别达240家和35家。最新获得QFII牌

照的机构分别为香港的广发国际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美国梅奥诊所、国信证券（香

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境内托管行分别

为工商银行、 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 获得

RQFII资格的有柏瑞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和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

新华社

上周7只新基金获批

《喜羊羊》被斥暴力

奥飞动漫公告资产交割正常进行

川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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