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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广告

86511885� 86621326

微信号:

miumiu19890815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厂房租售
●青龙乡双水碾村3.8组库房320
平方米出租，唐13541112279

●开发区标准厂房出租85730559

招 商

■卖房产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每年年末通过出售房产

调节利润、保壳摘帽已经是上市公司的“老套路”。
Wind数据统计显示，四季度已有11家上市公

司发布相关卖房信息。
12月5日，华伍股份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将位

于丰城市河洲街道的闲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面
建筑物房产以合计3146万元的价格转让，“本次交
易预计将产生利润约1516万元”。

11月29日，前三季度净利润为-539.5万元的浙
江世宝宣布，将以1204万元的价格出售位于佛堂镇
车站路的房屋，“本次交易实现后产生的税后净利润
为886万元，将增加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出售资产
所得的资金对公司的现金流将产生积极影响。”

■卖公司
除了卖房的，还有卖旗下公司股份的。
12月4日新大洲公告，拟将公司二级子公司香

港发展持有的意大利圣劳伦佐游艇公司22.9885%
股权以2280万欧元转让给SL公司控股股东Massi-
mo Perotti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本次转让后，公司不
再持有SL股权。公告表示，“出售SL股权有利于公
司回收资金用于公司主产业经营。”

12月3日，香梨股份表示，拟以非公开协议转
让的方式将全资子公司巴州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至新疆家合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转让价格暂定 6073.09 万元。财报显
示，香梨股份2018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2277万
元，亏损428万元。

■卖股票
除了卖房、卖子公司，部分A股公司还通过减

持手中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提升业绩。
据华夏时报，10月1日至12月11日，沪深股票

中共有25家上市公司发布了45条有关减持手中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告。

12月12日晚，锦旅B公告称其在12月11日累
计出售豫园股份91.66万股、浦发银行270.47万股、
申万宏源5万股，预计上述减持可获得税前投资收
益2829.05万元（未经审计，下同）。

12月11日晚间，汇鸿集团公告称，截至12月10
日收盘，汇鸿集团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减持华泰证券
421.9034万股、江苏银行900万股、建设银行21.4万
股、中国人寿6万股，经初步测算可获得投资收益
共计约1.15亿元。据华夏时报统计，2018年年初至
今，汇鸿集团已经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合计获得
投资收益20.33亿元。

■卖名画
上市公司资产繁多，出售品类也是层出不穷，

甚至包括油画。
电广传媒12月14日晚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湖南

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愚公移山》
布面油画以2.09亿元（含税）出售给湖南广播电视
台。这也创下了中国油画价格世界纪录。此前，中国
油画的世界纪录由吴冠中《周庄》在2016年以1.98亿
元创下。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华夏时报、腾讯证券

愚公移 ？

规则
上市公司业绩连续两年亏损，就将戴上
“ST”的帽子，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题干
2017年，电广传媒净利润-4.6亿，2018年
前三季净利润-1.35亿。在先后挂牌转让3家
子公司的股权后，仍然亏损9997.75万元。

解题
一幅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布面油画拟作
价2.09亿元售出。如顺利成交，电广传
媒将扭亏为盈，避免带上“ST”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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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电
广传媒发布公告称，
子公司湖南省有线
电视网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将徐
悲鸿的《愚公移山》
布面油画出售给湖
南广播电视台。双方
同意，标的画作的价
格（含税）为2.09亿
元。价款分两期支
付，湖南广播电视台
应于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首
期款1亿元；标的画
作交付后5个工作
日内，湖南广播电视
台应付清余款1.09
亿元。

如果一切顺
利，恰好能赶在年
底前完成交易。

如交易顺利完成，电广传媒有望2018年扭亏，避免戴上“ST”的帽子
靠售卖资产扭转业绩，避免戴上“ST”的帽子，是不少表现不佳的上市公司的常见做法。
有的卖房，有的卖股票，有的卖子公司，而有的卖画。
上市公司湖南电广传媒（000917 以下简称电广传媒）在先后挂牌转让3家子公司的股

权后，仍然亏损9997.75万元，面临退市风险警示。为了扭亏为盈，电广传媒准备卖一幅名
画，将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拟2.09亿元卖给湖南广播电视台。

如果交易顺利完成，电广传媒2018年全年业绩将扭亏为盈，避免戴上“ST”的帽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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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2800万元购入 今年6月曾遭遇流拍

敏感的
时间点

此次出售的徐悲鸿的《愚公移
山》创作于1940年，为布面油画，画
作尺幅为46cm×107.5cm。“愚公
移山”出自《列子·汤问》，后世用以
比喻知难而进、有志竟成的行为。
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
年，是炮火中幸存的画作，不仅是
徐悲鸿油画生涯的高峰，也是中华
民族救亡史的重要注脚，展示了徐
悲鸿作为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在中
西绘画融合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幅画是电广传媒2007年通
过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组织的
拍卖取得，最终取得价格为 2800
万元。2018年5月21日，公司与子
公司湖南有线集团签订《资产抵
债协议》，约定将徐悲鸿的《愚公
移山》抵偿公司所欠湖南有线集
团债务。故目前该画的所有权人
为子公司湖南有线集团。

2018 年 6 月，湖南有线集团
将《愚公移山》委托中国嘉德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约定最低成
交价为 1.9 亿元。在这场拍卖中，

《愚公移山》压轴登场，被寄予了
创造中国油画拍卖纪录的希望。

6月18日，《愚公移山》在嘉德
艺术中心公开拍卖，起拍价为1.2
亿元，现场买家纷纷举牌，并有电
话委托买家加入，当买家举牌到
1.89亿元的时候，再无买家举牌。
最终因举牌价未达到委托最低成
交价，导致该幅画未拍卖成功。

敏感的
交易方

湖南广播电视
台是电广传媒的前
实际控制人。根据
湖南省委、省政府
2018年下半年有关
湖南广电整合改革
的相关精神，湖南
广播电视台与电广
传媒构成关联关
系，因此，本次交易
属关联交易，5名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分析人士指
出，“将资产卖给关
联方帮公司突击扭
亏，后续可能会引
发监管部门关注。”

组织架构大调整
中国平安
新设三大联席CEO

12月14日晚上，中国平安
公告释放重磅信息，宣布将对
集团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
在现行“执行官负责制”基础
上，增设三个联席首席执行官
岗位，由三大业务线：个人、公
司、科技负责人李源祥、谢永
林、陈心颖担任，分别统筹管理
个人、公司、科技业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了解到，李源祥出身于外资险
企 ，2004 年 加 入 中 国 平 安 ，
2011年1月起出任中国平安副
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
至今。谢永林系从中国平安基
层逐步成长起来的高管，2016
年 12 月起出任平安银行董事
长至今。陈心颖出身于麦肯锡，
2013 年 1 月加盟平安，现任平
安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兼任互联
网业务的首席运营官（COO）
和首席信息执行官（CIO）。

作为中国平安的创始人，
马明哲对中国平安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出生于1955年12月的
他今年已经63岁，近年来关于
他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深受业内
关注。而此番人事调整，也被外
界不少人视为马明哲在为退休
做安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互联网巨头系金融科技第一股

360金融纳斯达克挂牌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4日，
360金融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
所 挂 牌 上 市 ，股 票 代 码 为

“QFIN”。首日开盘报 16.81 美
元，股价最高升至17.53美元，
收盘报价 16.50 美元，市值为
23.73亿美元。至此，360金融成
为互联网巨头系金融科技赴美
上市第一股。

根据招股书披露，360 金
融 IPO 发行价定价为 16.5 美
元，发行310万股ADS（美国存
托股票），将募资总额 5115 万
美元。此次IPO融资将用于科
技研发和人才培养、品牌推广、
潜在收购和战略投资等用途。

公开信息显示，360 金融
是 360 集团的金融合作伙伴，
成立于2016年7月，于2018年
9 月拆分独立运营。旗下产品
包括 360 借条、360 小微贷和
360分期。

360 金融 CEO 徐军表示，
360金融的主要优势在于专注
借贷领域业务，同时 360 作为
互联网安全公司，在反欺诈方
面具有优势，这是小额贷款品
类最重要的能力。360 金融自
主研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风控
全流程技术平台，截至2018年
9月30日，360金融促成贷款的
M3+逾期率为 0.6%，其中，由
于 欺 诈 造 成 的 亏 损 率 仅 为
0.2%。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360 金融已为 640 万借款人提
供了 944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在有互联网技术巨头支持的线
上信贷平台中，360 金融的业
务规模在中国排名前五，位列
第一梯队。不过公司尚未实现
盈利，且自成立以来，亏损幅度
逐年扩大。财务数据显示，360
金融2017年、2018年前三季度
分别亏损1.66亿元、4.69亿元。
营业收入分别为 3.09 亿元、
13.86亿元。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表示，“我判断独立金融科技平
台IPO热潮已基本接近尾声，
两年左右时间上了15家，我预
测接下三年将由互联网巨头、
头部电商平台分拆出的金融板
块”接棒“开启IPO浪潮，蚂蚁
金服、京东金融（数科）、腾讯金
融、百度金融、唯品金融已在路
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拟2.09亿元卖出 湖南广播电视台是关联方
12 月 14 日，湖南电广传媒

（000917）发布公告称，审议并通
过《关于出售艺术品的议案》，公
司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徐悲鸿
的《愚公移山》布面油画出售给湖
南广播电视台。

双方同意，标的画作的价格
（含税）为 2.09 亿元。价款分两期
支付，湖南广播电视台应于协议
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
1亿元；标的画作交付后5个工作
日内，湖南广播电视台应付清余
款1.09亿元。如果一切顺利，恰好

能赶在年底前完成交易。
电广传媒在公告中坦言，本

次交易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进行的，通过此次出售该艺术品，
公司可以收回该艺术品的全部成
本并取得一定的投资利润。

2018年11月，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油画价值
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2亿元。

财报显示，2017年，电广传媒
亏损约4.64亿元。2018年前三季度
电广传媒营收73.45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亏损
1.35亿元。分析人士认为，电广传媒

在年终紧急出售艺术品，或为扭转
持续亏损的业绩。“要在第四季度
抹平全年亏损，只能靠出售资产。”

不过，资料显示，湖南广播电
视台是电广传媒的前实际控制人。
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2018年下半
年有关湖南广电整合改革的相关
精神，湖南广播电视台与电广传媒
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属
关联交易，5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人士指出，“将资产卖给
关联方帮公司突击扭亏，后续可
能会引发监管部门关注，能否实
现有待观察。”

奋力扭亏为盈 挂牌转让3家子公司股权
电广传媒在2018年前三季度

业绩预告中对亏损原因进行了分
析：一是创投直投项目退出收益
较上年同期下降；二是财务费用
较上年同期增加；三是受电信运
营商的移动电视、IPTV等市场竞
争、网络视频内容日益丰富及消
费者选择偏好影响。

为扭亏为盈，除了卖艺术品，

电广传媒董事会今年以来已先后
宣布挂牌转让3家子公司的股权。

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在联
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
司，挂牌转让亿科思奇60%股权。
依据有关进展状况，由深圳市立
异出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家组
织，以联合受让方法摘牌，受让总
金额2.763亿元。

2018年6月2日，公司公告宣布
挂牌转让深圳市九指天下科技有限
公司17.484%的股权，标的资产估价
252.329万元。目前尚未确认受让方。

2018年8月9日，公司公告宣
布挂牌转让湖南圣特罗佩企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70%的股权，标
的资产估价 2.77 亿元。目前尚未
确认受让方。

2018 年三季报显示，电广
传媒的存货中，经营性艺术品的
期末账面余额为10亿元。艺术
品主要为清朝家居古玩及徐悲
鸿、齐白石、李可染、傅抱石等名
家字画，由于购入时间较早，整
体成本较低，跌价风险可控。

电广传媒自2006年起开始
艺术品投资业务，初入市场就一
鸣惊人。在2006年北京翰海秋
拍中，拍下了徐悲鸿的经典油画

作品《愚公移山》。2007年，电广
传媒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
上以3504万港元买下李可染的
《万山红遍》。2012年6月，该作
品以2.93亿元人民币成交，仅此
一幅画的收益就超过两亿元。

2011嘉德春拍，齐白石的
《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
拍出4.255亿天价，买家就是电
广传媒。

2009年，公司把创投业务正

式列为主业之一。2010年，公司
注册成立了北京中艺达晨艺术
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艺达晨），进行专业的艺术品
投资管理。“我们投资是为了实
现增值，以中长线为主，不是永
久性收藏，所以考虑的是以合理
或最小的投资成本，获取最大的
利润，风险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因
素。”中艺达晨董事长兼总经理
章臻胜曾表示。

电广传媒艺术品存货价值10亿元

延伸阅读

上市公司
年底“大甩卖”

亏
损

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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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广传媒准备
将徐悲鸿名画
《愚公移山》以
2.09亿元卖
给湖南广播电
视台

2亿元卖徐悲鸿名画扭亏

ST
又到一年年关时，A股上市公司年终“特

卖”活动也适时启动。为了扭亏为盈、增厚业绩，
让2018年年报更加好看，部分A股公司是“奇
招频出”，上演一出出精彩的买卖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