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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
Emerson 出招

周黑鸭2018年实际利润
只有2.55亿元，比官方预测的
5.33亿元少一半多。河南及江
西的周黑鸭门店销售量“被增
长”28%……
3月6日
周黑鸭 回应

并未将任何已取消订单入
账作为销售，对夸大销量的揣
测并无事实依据……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 /行 /天，每行13个字

86511885� �8662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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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miumiu19890815
QQ号：2413397691
QQ号：847451695

招 商
●奥门免安装麻将15608220565

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声明·公告

●成都双合聚鑫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510107000834854，税
务登记证51010732157622X，组
织机构代码证32157622—X，开
户许可证 J6510063758101账号
51001488508051549522， 公 章
5101009437286，财务章5101009
437287， 法人章5101009437288
全部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赛瑟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4000113578) 经公
司股东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双流县华阳依加米服饰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22600��
424738)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冯莉身份证 （号：51012419��
8207103529） 于2019年1月5日遗
失，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后
果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四川民大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
公司遗失川AG014学、 川AG251�
学教练车营运证， 证号分别为
3012616、3012617声明作废。
●四川省国川建设有限公司因
股权转让和法人变更,对变更前

债权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和经
济纠纷进行清理，对于原股东和
法人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
济纠纷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持合法手续可到我公司
联系登记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
北四段49号招港大厦6楼

● 公 告
罗靖因长期旷工，已严重

违纪，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巴士
有限公司将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请你于2019年3月20日前回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相
关规定处理。
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巴士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颐合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15528233388
特别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查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及合法有效证件

85158028南
门
分
部 玉林南路90号QQ：563972797

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
涉及任何操作
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连跌两天！昨日沪指又跌 36.26 点，以
2990.69点报收，跌幅1.2%，而创业板指数继前
日大跌4.49%之后，昨天再跌2.58%。这一波调
整，对于重仓的人来说，还是有点“刺激”。

沪指3000点关口，已经大幅震荡了近两
周时间。市场的风向，感觉正在逐渐生变，后
市该如何应对？

前期热点悉数退潮，两市跌停个股近百
只。在跌幅榜中，农业股、科创板概念股、软
件股、特高压等游资热炒的题材都居前。

市场大幅调整，主要受到冲击的正是这
些“热钱”炒作的题材股。而“热钱”遇冷，实际
上从上周五就开始了。当时，券商发布了看空
个股的研报，目标直指涨幅过大的个股。

据《证券时报》报道，监管部门近期密集
召开相关会议，就券商外部接入和场外配资
问题传达监管态度。3月8日，中证协在北京
召集部分券商举行了专题会议，主要内容关
于外部接入和严禁配资；同日，深圳证监局
在深圳也召开了相关会议。

对于查配资这件事，达哥还想多说一
句。对于融资炒股，也不要谈虎色变，正常合
规的融资交易，是并不受限制的。只不过，对
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达哥的观点还是尽量
不要融资交易。

或许你觉得达哥胆子太小了，但我觉得，
只要你不去融资交易，就算遇到现在这种大震
荡，即便是满仓，心理也是能够承受得住的。但
是，如果你参与了融资，那就另当别论了。

接下来，我想说的重点是，3月份以来，
沪指从2900多点，最高涨到3129点，如今又
跌回3000点下方，期间每天两市合计成交额
都差不多在万亿级别。这期间的个股行情，
就是游资“热钱”主导的题材炒作、概念炒作
行情。但是，经过本周的调整之后，有可能游
资的行情会告一段落，指数的逼空行情也会
告一段落。所以，前期爆炒过的股票，可能后
市要谨慎些了。

但另一方面，3月份以来，很多有实质性
业绩支撑、体量较大的公司，比如白马股，其
实是没有怎么涨的。所以，在近期的市场调
整中，这类个股也表现得比较抗跌。

那么，在游资“热钱”冷却下来之后，这些
资金也要开始有一个重新布局的阶段，这是否
意味着另外的那一类个股，有望成为市场未来
的主角？对于这一点，还是可以保持关注的。

今天是周五了，同时也是一年一度的
“3·15”。每年这个时候，央视都有个重头戏
——“3·15”晚会，如果曝光了某个板块、某
家上市公司，“雷”就自然出来了。

有媒体统计了从 2009 年到 2018 年“3·
15”曝光事件所涉及的行业占比，其中曝光
较多的行业主要是互联网、视频、医药和汽
车。另外，数码产品、电信、金融、化工等，也
有所涉及。虽然最近两年达哥感觉“3·15”晚
会对股市的杀伤力有所减弱，但小心一点总
是没有错的。 （张道达）

东阿阿胶（000423）3月14日公布2018年
年报，实现营收73.38亿元，同比减少0.46%；
实现净利润20.85亿元，同比增长1.98%。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元（含税），
分红总额6.54亿元。

东阿阿胶为国内最大阿胶企业之一。去
年12月20日，东阿阿胶发布公告称，公司重
点产品东阿阿胶出厂价上调6%。据不完全
统计，2010年以来，东阿阿胶已提价15次，被
股民称之为A股“涨价王”。十年来，东阿阿胶
价格涨幅已超40倍。

年报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华润东阿阿胶
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华润医药投资有
限公司去年四季度增持公司股票约820.56万
股。截至2018年末，华润医药投资与华润东
阿合计持有东阿阿胶2.04亿股，占东阿阿胶
总股本的31.26%。

而一家明星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美
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中国基金进一步增持
了 东 阿 阿 胶 ，持 股 比 例 从 3.57% 提 升 至
4.01%，位居第四大股东，目前持有2620.21万
股。不过，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查阅其首
次买入时机来看，奥本海默基金还在深套
中，于是选择了继续加仓。

奥本海默基金到2018年底管理了2130
亿美元资产，在A股市场曾因满仓买入贵州
茅台暴赚走红。直到2018年三季度，奥本海
默才从贵州茅台十大股东名单中退出。目前
除了东阿阿胶外，奥本海默基金还重仓了恒
瑞医药，公司年报披露持有5539.59万股，目
前市值约38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2016年的双十一，周黑鸭赴港
上市，发行价5.88港元，当天股价大
涨13.44%。风光的周黑鸭一度与煌
上煌、绝味鸭脖并称卤味界“BAT”。

招股书信息来看，当时的周黑
鸭门店数量近为700家，但业绩数字
完胜7000家店的绝味。2016年周黑
鸭的净利润为7.2亿元。而绝味的净
利润为3.8亿元。

上市3年后，周黑鸭的业绩如
何？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
即便已经被质疑业绩“造假”，但周
黑鸭交付的业绩答卷依旧不好看。

根据公告数据，在2018年的上
半年，周黑鸭净利润为3.32亿元，同
比下降17.34%。而今年年1月30日，
周黑鸭发布公告也称，根据对集团
2018年度未经审核合并管理账目的
初步评估，预期去年全年录得的公
司拥有人应占净利润将较上年同期
下跌约30%左右。以2017年年度纯利
7.61亿元人民币计，2018年度纯利约
5.33亿元人民币。

至于业绩下滑的原因，公告显
示，主要由于2018年原材料成本上
升；门店经营利润率下跌；及自2018
年四月起河北周黑鸭食品工业园有
限公司投产的折旧及能耗成本的上
升等。

此外，周黑鸭的股价也从2018
年开始一路下跌。截至3月14日午
间，周黑鸭股价已跌至4.04港元/股，
较发行价跌31.3%。在此前2019年1
月4日达到最低点3.23港元，市值较
发行价来说近乎腰斩。

在Emerson第一份沽空报告披
露后，花旗银行于3月5日发表研究
报告，将周黑鸭2018至2020年盈测
下调约18%，该行给予周黑鸭“沽售”
评级，目标价由4.3降至3.5港元。

在此之前的1月2日，中信建
投发布研报称，周黑鸭收入短期
下滑，利润率承压。中信建投认
为，受整体消费环境承压、行业竞
争激烈的双重影响，周黑鸭业务
步入调整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图据东方IC

周黑鸭再回应：
做空机构不了解运营详情

做空机构Emerson3月两度狙击周黑鸭

在经历了第一个在经历了第一个
阶段的阶段的““交手交手””以后以后，，33
月月 1414 日日 ，，周 黑 鸭周 黑 鸭
（（0145801458.HK.HK））和 做 空和 做 空
机构机构Emerson AnaEmerson Ana⁃⁃
lyticslytics（（以 下 简 称以 下 简 称
EmersonEmerson））迎来了第迎来了第
二个回合二个回合。。

在前天做空机构在前天做空机构
EmersonEmerson发布第二份发布第二份
报告后报告后，，昨日早间昨日早间，，周周
黑鸭迅速发布了第二黑鸭迅速发布了第二
份澄清公告份澄清公告。。面对面对““幽幽
灵顾客灵顾客””等质疑等质疑，，周黑周黑
鸭称是鸭称是““由于对由于对POSPOS系系
统如何运作统如何运作、、销售人销售人
员如何开展日常工作员如何开展日常工作
有严重误解所致有严重误解所致”。”。

不过不过，，成都商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发现红星新闻记者发现，，
周黑鸭不仅面临周黑鸭不仅面临““业业
绩造假绩造假”“”“幽灵顾客幽灵顾客””
质疑质疑，，其利润已经连其利润已经连
续两年下滑续两年下滑，，股价较股价较
上市时也已跌去上市时也已跌去3030%%。。

Emerson对周黑鸭过招的第一回合要追溯到3月1日。
当日，Emerson发布沽空报告《周黑鸭——鸭子的

黑暗面》，对周黑鸭业务营运及财务业绩提出质疑，预
测周黑鸭2018年实际利润只有2.55亿元，称该股的股价
有较大下跌空间。

该机构还指出，2018年第3季他们调查了华中地区
周黑鸭524间店铺销售情况，发现在河南及江西的周黑
鸭门店销售量“被增长”28%；报告中称，在调查中发现，
在湖南和江西有大量标有“取消交易”的销售单，而“取
消交易”的目的是使公司的销售量大幅增加。

另外，该机构对比了周黑鸭和绝味食品（603517，
SH），同样是生产及零售卤制鸭和鸭制品的上市公司，根
据各自的IPO招股说明书，2015年周黑鸭每间门店的平
均营收为绝味食品的5.6倍，自营店的平均营收为2.9倍。

3月6日，周黑鸭发布长达8页的澄清公告，回应Em-
erson对周黑鸭业务营运及财务业绩做出的指控。周黑鸭
表示“本集团并未将任何已取消订单入账作为销售”，认
为该机构“对夸大销量的揣测并无事实依据”，同时认为
该机构存在“夸大客单价的无事实依据的猜测”。

3月13日，Emerson发布第二份报告《周黑鸭——幽灵
“顾客”》，以几百张销售单作为证据支持，直指周黑鸭的
澄清公告错误百出。

报告称，若周黑鸭澄清公告说明的情况真实无误，大
家将看到许多“顾客”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下单，然
后又在从收银台知悉满额促销并决定购买额外商品以符
合折扣资格之后挂单。

比起第一回合5天后才回应，3月14日早间，周黑鸭迅
速发布了第二份澄清公告。周黑鸭城，“取消订单”也许是
针对销售员工的POS系统培训；而时间差较长的挂单账
单，也许不是同一客人，而是销售人员在处理其他类似订
单时激活该挂单订单。

虽未点名该做空机构，但周黑鸭在公告中喊话，“不
会容忍基于一己私利而对本公司作出的恶意中伤、败坏
名声”。

Emerson也表示，目前已将相关证据转交香港证监
会，并期待监管机构对周黑鸭展开调查。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周黑鸭方面，公司品牌
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做空机构对内地企业的经营，包括

POS机的使用等可能并不太
熟悉，进而产生误解。当然，也
不排除他们蓄意误导或者没
有根据地揣测。在此情况下，
公司再次发布公告进行回应。

2

沽空
报告 幽灵幽灵““顾客顾客””

周黑鸭：做空机构对内地企业经营不熟悉

业绩造假？
幽灵顾客？

1

沽空
报告 鸭子的黑暗面鸭子的黑暗面

周黑鸭：对夸大销量的揣测无事实依据

预计去年净利下降30%
股价较上市时跌去30%

3月13日
Emerson 出招

许多“顾客”以令人难以置
信的高效率下单，然后又在从
收银台知悉满额促销并决定购
买额外商品以符合折
扣资格之后挂单……
3月14日
周黑鸭 回应

“取消
订单”也许
是针对销售
员 工 的
POS 系 统
培训；而时
间差较长的
挂单账单，
也许不是同
一客人，而
是销售人员
在处理其他
类似订单时
激活该挂单
订单……

业绩造假？第一
回合

幽灵顾客？第二
回合

减税降费专项扶贫 2019年预算报告释放了什么信号
□ 张晓哲

【让积极财政政策
更好发力，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

3000点关口大震荡
市场风向已经生变？

“涨价王”去年净利逾20亿
明星QFII被套再加仓

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我国财
政预算亦明显承压。

《国务院关于2018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下称预算报告）
中，释放了诸多国计民生信号，包括
减税降费、适度提高赤字率、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亿元、中央基
建投资增加400亿元、中央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增长18.9%等内容。

从财政资金来源上看，上述政
策落实，急需大量财政收入支持。然
而，我国财政收入已连年放缓。从支
出情况上看，财政存款急需激活财
政资金存量，将闲置、沉淀的财政资
金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同
时，“预算报告”中关于减税降费的
内容明确指向：盘活各领域财政“沉
睡”资金，提高使用效益，缓解财政
收支困难，让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发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预算报告指出适度提高预
算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债，实施更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等措施，其实质
是“开源节流”“优化预算”，明晰如

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举措，将有
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这是在
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现状下解决不断
增长的公共需求的关键所在。

从我国现状来说，财政收支结
构存在明显偏向性配置。地方政府
倾向将资金用于建设性支出以及
行政管理费支出，但科教文卫、社
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与实际
需求相比存在一定缺口。

目前我国财政增收放缓，靠大
量的增收来应对财政支出需求的
增加已不可能。因此，预算报告通
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来激活财政
资金存量，真正把有限的钱用在刀

刃上。同时通过不断透明化、标准
化的预算管理来规范地方财政资
金配置，便于实现财政支出效益最
大化的目标。

另外，预算报告中提出的积极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绝不是搞“大
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要实施
逆周期调节，主动预调微调，稳定
总需求，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不是
要突破债务风险底线，而是要平衡
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在强化
政府债务管理的基础上，适度扩大
财政支出规模，着力促进中国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夯实转型期中国经
济发展的相关基础。

因此，使用预算管理推动经济
转型发展的核心是形成体制内的激
励机制。本年度预算报告中已明确
表现出提出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是
营造主动改革的制度环境，要在政
府间财政关系调整、事权责任划分
和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宏观文章，
也要在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治理等
重点任务上及时发挥作用。

在后期的预算管理过程中要坚
持权力制衡原则，强化预算监督机
制；以彻底解决破窗效应问题的决
心，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以高素质高
标准高要求，建设预算管理队伍，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助力经济转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