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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和金融业表现较弱
新经济板块高速增长

榜单头部公司排名变化不大，前
五名排名和去年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它们分别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蝉联了非
国有企业第一位。

中金公司的分析称：受经济周期
的影响，较为传统的地产和金融业在
过去一年中整体表现较弱。从上榜公
司数据上看，金融行业收入仅增长7%，
利润同比下滑2%；地产业虽然在收入
端大幅增长33%，但净利润则同比下滑
1.4%，上榜公司数量也小幅下降。

而由电子、互联网服务和计算机

相关行业组成的新经济板块，则延续
了此前的高速增长态势，上榜公司数
量增加到37家，板块收入同比增长高
达29%。阿里巴巴、腾讯领衔的互联网
服务行业，虽然收入总和只占所有
500家公司的2%，但是它们的市值却
接近11万亿，占中国500强总市值的
23.7%。

海底捞首入500强
美团点评居亏损榜首位

今年一共有42家新上榜和重新上
榜公司，今年首次进入500强的海底捞
颇受关注，2018年总收入达170亿元，
排名第482位。好未来则成为首家上榜
中国500强的教育行业企业，排名第
483位。

在盈利能力方面，与去年情况相

同，最赚钱的10家上市公司除了几大
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之外，仍是中国
移动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这十家
公司在去年的总利润达到1.46万亿，占
全部上榜公司利润总和的40.3%。

在利润率最高的40家上市公司
中，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由去年
的 第 四 位 跃 居 榜 首 ，利 润 率 高 达
45.6%。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净
利润率最高的这40家公司中，商业银
行占据了21家。

有公司盈利，当然也有公司亏损，
2019年，中国500强中，共计有30家公
司未能盈利，亏损总额达到1771亿元。
今年首次上榜的美团点评居亏损榜首
位，亏损额接近1155亿元。去年新上榜
的爱奇艺，亏损额达到94亿元，排在亏
损公司榜单第二位。

近日，有多位成都市市民
告诉记者，在始末地点不变的
情况下，通过滴滴出行打快车
的里程费用上涨（已刨除时长
因素的影响）。此前，滴滴出行
曾发布北京市滴滴网约车价
格调整说明，称自2019年7月11
日起，北京市滴滴网约车将根
据区域进行价格调整。

7月11日，滴滴出行的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成都已
经于6月25日进行了旺季价格
调整，并提前在端内进行了公
示。

以快车主城区为例，在工
作日内，7时至10时、17时至19

时以及23时至次日7时，基础
费用都为10元，其余时段的基
础费用为9.5元。而在非工作日
内，12时至15时、17时至19时、
以及23时至次日7时，基础费
用都为10元，其余时段的基础
费用为9.5元。

滴滴出行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网约车运价实行的是市
场调节价，价格主要受城市供
需状况、当地消费水平、收入
水平和能源价格等因素的影
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
城市的供需状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19位明星股东现身收购预案

乐视影业，聚集了当年娱乐圈的
半壁江山。2016年5月6日，乐视网公告
拟100％收购乐视影业，合计作价98亿
元。19位明星股东现身收购预案，投资
金额合计超1.5亿元。

最早入局的张艺谋共投资208.33
万元，获得乐视影业1.8887%的股份，
预期收益67倍；郭敬明投资500万元获
得500万股，预期收益11.71倍，其余明
星都是突击入局，预期收益均为1.4
倍。孙俪工作室以2000万元认缴新增
注册资本239.9万元；邓超的慧形慧影
工作室，以300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359万元；孙红雷以2000万元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239.9万元；李小璐以5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59.98万元；冯
威（冯绍峰）以100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119万元；黄晓明以500万元认缴
新增注册资本59.98万元。另外10位明
星，则是通过投资北京锦阳资产管理
中心间接持股，北京锦阳以1.15亿元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379万元。

如果收购成功，张艺谋能获得1.4
亿元的交易对价，郭敬明能获得5855
万的交易对价，其他明星也都能至少
斩获上百万元。可惜乐视影业注入乐
视网失败，2018年1月，乐视网终止了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

融创接手，明星们能回本吗？

2018年9月22日，乐视的资产拍卖
结果落地，融创的关联公司天津嘉睿
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拍卖底价
7.73亿元，获得乐视三项股权，其中乐
视控股持有的乐视影业（北京）有限公

司21.8122％的股权作价5.32亿元。以
此计算，乐视影业估值仅为24.34亿
元，还不到收购作价的四分之一。张艺
谋所持的1.44%的股份对应价值下跌
至0.35亿元；郭敬明所持的0.6%的股
份对应价值也下跌至1500万元；北京
锦阳资产管理中心持有的1.65%的股
份价值已跌至0.4亿元。

不过，乐视影业目前还拥有核心
团队和完整的业务链条，拥有100多个
影视IP，仍被认为是乐视系变现能力
较强的优质资产。在更名为乐创文娱，
被融创接手，进一步独立于乐视体系
后，公司宣布要打造28大系列电影品
牌。张艺谋导演，孙俪、邓超主演的

《影》，2018年上映后，获得了票房口碑
双丰收，今年的春节档《熊出没·原始
时代》票房表现不俗。不过，其他几部
电影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由于最高罚款金额有限，
实际上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违法
成本过低，相比于财务造假、隐
瞒事实等所带来的丰厚收益，
某些上市公司显然没把证券法
所代表的法律监管放在眼里。
这才会出现类似于獐子岛一遍
又一遍重复“扇贝跑了”的拙劣
谎言的情况。

类似于獐子岛这样的持续
造假行为，本质上是对广大投
资者的欺诈，严重侵犯了投资
者的知情权，同时涉嫌从中牟
利。去年8月，獐子岛发布公告，
称因持续高温致海参大量死
亡，然而，由于海参出现供应量
短缺，反而带动了獐子岛股价
涨停。如此行径应接受更严厉
的法律惩处。

也因此，今年两会期间，有
两会代表提出议案，要求提高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的处罚金额，同时引入刑事责
任。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已
正式采纳代表议案，这也意味
着重罚“财务造假”“割韭菜”将
纳入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扇贝

跑了、董事长跟着一起“跑”的
现象将得到有效制约。

加大法律惩戒力度，形成
监督合围，让屡犯者在经济层
面面临倾家荡产的代价，在刑
事层面承受锒铛入狱、最高刑
期25年之重，上司公司高管在
日常企业运营中，才会再三掂
量自身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上任后
提出明确“四个敬畏”、坚守

“四条底线”，其中一条就是敬
畏法治，遵守规则，强化诚信契
约精神。希望大股东和上市公
司坚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认
真学习《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切实做到敬畏法治、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诚信合规。就此，我
也期待证监会能尽快推进《证
券法》修法进程，细化财务造
假、信披不实的相关人员司法
追责举措，并可探讨设立一定
的追溯期，从而做到对以往违
法案件“既往照咎”，对出现违
法迹象的上司公司“冒头就
打”，让大家明白：法律不是扇
贝，不会说跑就跑。

7 月 10 日 晚 间 ，獐 子 岛
（002069）公告称，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

证监会认定，獐子岛存在
三项违法事实。一是公司涉嫌
财务造假，内部控制存在重大
缺陷。其披露的2016年、2017
年的年度报告、《关于底播虾
夷扇贝2017年终盘点情况的
公告》和《关于核销资产及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涉嫌
虚假记载。獐子岛2016年年报
虚增资产13114.77万元，虚增
利润13114.77万元，虚增利润
占 当 期 披 露 利 润 总 额 的
158.15%，追溯调整后净利润
为-5543.31万元，由盈转亏。
獐子岛2017年年报虚减利润
27865.09万元。二是公司披露
的《关于2017年秋季底播虾夷
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涉嫌虚
假记载。三是公司涉嫌未及时
披露信息。

对此，证监会给予獐子岛
及24名相关当事人警告处分，
并处60万元罚款；拟对董事长
吴厚刚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
施，对董事梁峻采取10年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对首席财务官
勾荣、董秘孙福君分别采取5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相应人士
也被处以3万至30万元不等的
罚款，金额总计284万元。

7月11日，獐子岛证券部方
面表示，獐子岛的海洋牧场建
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虾

夷扇贝自日本引种至今已有近
40年的历史，公司对于海洋牧
场认知的科学性、系统性仍然
不足，需要不断完善和提升。另
外公司及被罚管理层都将进行
申辩，目前正在准备申辩材料。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海洋水产业为主，集
海珍品育苗业、海水增养殖业、
水产品加工业、国内外贸易、海
上运输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渔业
企业。公司产品以喜贝（虾夷扇
贝）、海参、鲍鱼、海胆、海螺等
为主。而“扇贝跑路”这一戏码
已经在2014年、2018年、2019年
一季度三次上演。

2014年10月，獐子岛公告
称，2011年与2012年的底播海
域虾夷扇贝，因受冷水团异动
导致的自然灾害影响近乎绝
收，獐子岛集团因此巨亏8.12
亿元。

2018年1月，獐子岛再度发
布公告称，发现部分海域的底
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预计可
能导致公司全年亏损。公司在
年报中解释称，海洋灾害导致
扇贝瘦死。

2019年一季度，獐子岛扇
贝第三次跑路，集团净利润亏
损4314万元，理由还是“底播虾
夷扇贝受灾”。截至2019年一季
度末，獐子岛资产总额35.38亿
元，负债总额31.46亿元，净资
产 3.92 亿 元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88.9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2019年《财富》中国500强发布

中石化居榜首
海底捞首入500强

7月10日晚间，财富中文
网发布了2019年《财富》中国
500强排行榜，考量了全球范
围内最大的中国上市企业在
过去一年的业绩和成就。总体
来看，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
门槛为162.38亿元，相比去年
提升了17%。今年上榜的500
家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
45.5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
长14.8%，再创新高；净利润
则达到了3.625万亿元，较去
年增长4.21%，但相比去年
24.24%的涨幅而言，受宏观
经济影响，大幅放缓。

乐视体育被吊销营业执照
乐视影业估值大幅缩水……
斥巨资入股的明星们
尚能 视否？乐

张艺谋、孙红雷、郭敬明、黄晓明等
人，则在乐视体育上遭受了“双重暴
击”。乐视体育自成立后，迅速获得多轮
大额融资，投资者包括王思聪的普思投
资、马云的云锋基金、天弘基金旗下天
弘创新及万达集团等明星机构。

2016年3月，乐视体育获80亿元B轮
融资，投后估值达到215亿元。在B轮融
资中，11位明星投资人对乐视体育投资
金额总计近2亿元，包括陈坤、霍思燕、
陈思诚、贾乃亮、陈晓、王宝强、孙红雷、
周迅、马苏、刘涛、孙红雷。其中刘涛投
资5000万元，郭敬明和黄晓明分别投资
500万元，张艺谋投资了1200多万，孙红
雷投资239万。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江露仙律师向
记者表示，根据公司法，乐视体育5月被
吊销后，现已处于清算期，应在被吊销
后的15日内由股东成立清算小组，并在
其后15日内通知债权人。然而多起诉讼
和雪片般飞来的仲裁书显示，乐视体育
的资产已所剩无几，无力偿还债权人与
股东们。

从去年开始，乐视网多次公告，称
收到《仲裁申请书》，申请人为普思投
资、厦门嘉御、天弘创新、前海思拓、上
海渤楚资产管理中心等乐视体育A+轮
和B轮各新增投资者，要求乐视网与其
他乐视体育原股东共同承担股权回购
款。据乐视网初步估算，如果乐视体育
A+轮和B轮各新增投资者均对上市公
司提起仲裁申请，上市公司、乐乐互动、
北京鹏翼可能共承担最高110亿余元的
回购责任。

记者查询乐视网公告发现，北京仲
裁委员会等机构已裁决，支持多家乐视
体育A+轮和B轮各新增投资者的全部
仲裁请求。目前，暂无明星股东申请仲
裁回购股权。

乐视体育当时承诺3年内上市，如
果3年内没上市，大股东贾跃亭个人以
12%的年息回购股份。乐视网认为，回购
合同是在未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审批、审
议、签署程序、上市公司未授权代理人
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贾
跃亭的个人行为，不应该让上市公司承
担此次乐视体育案件回购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随着乐视网资金链问题曝
出，乐视生态体系中的乐视体
育、乐视影业也未能幸免。日
前，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因长期未开业，被
吊销营业执照。6月底，贾跃亭
卸任乐视影业董事长职务，大
股东持有的部分股权将面临第
二次司法拍卖，公司市值大幅
缩水，股权被冻结。7月4日，阿
里拍卖官网显示，乐视网联合
创始人刘宏持有的乐视影业
（北京）有限公司股权第二次进
行拍卖，起拍价4945.648万
元 ，比 第 一 次 的 起 拍 价
6182.06万元已经少了1237
万，但仍然流拍。

数十位曾大手笔投钱入股
乐视系公司的影视明星，同样
在乐视危机后被“套牢”，不仅
投资回报无望，本金也面临“有
去无回”的风险。其中既投资了
乐视影业，又投资了乐视体育
的张艺谋、孙红雷、郭敬明、黄
晓明等人更是连踩两雷，上亿
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他们的投
资，能拿回来吗？

他们，投资乐视影业
张艺谋、黄晓明、冯绍峰、李小璐等
他们，投资乐视体育
陈坤、霍思燕、陈思诚、贾乃亮等
他们，都投资了……
张艺谋、孙红雷、郭敬明、黄晓明等

乐视影业“缩水”
乐视体育“补刀”

被吊销营业执照后
仍面临巨额股权回购款

目前尚无明星申请仲裁

滴滴涨价
成都6月25日进行旺季价格调整

滴滴称已提前公示

涉嫌财务造假
獐子岛被处罚

董事长或被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扇贝跑了
董事长的法律责任不能跑

■毕舸

獐子岛的“扇贝跑了”几乎已经成为股市的一大奇观。而
更大的悖论是，很多股民都知道獐子岛在张口说假话，但却
苦于没有实质性证据。所幸经过证监会的调查，终于查实了
獐子岛的三大违法行为。

证监会如此处罚，已经属于按照现行法规的顶格处罚。根据
《证券法》第193条的规定，如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
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则相关责任主体可能被处以30万
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