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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证券 11

上市未满一年 丰山集团戴帽
没有供热，原药合成车间难复产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为您服务 86511885� �86621326028-
登报专线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成都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代
办
点 广告

QQ号：2408458226� �微信号：wnfw2019� �收费标准：80元/行/天 每行13个字 草市街 028-86615747� � � � �书院西街 028-69960210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东门建设路 028-86939718

房屋租售
● 羊 西 写 字 楼 出 租
18980882511

声明·公告
●胡元(身份证号51010319270��
4120697)离休证遗失作废
●双流县华阳鑫天鑫超市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2260�
0138175）遗失作废。
●成都鑫九鼎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8
TCY65）遗失，声明作废

●中云建工集团第六工程局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75250�
676)、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75250677)、 合同专用章 (编
号:5101075284118)遗失作废
●成都领慧领悟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徐涛法人章（编号：51010
8521409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万和利美贸易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40099337、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09933
8、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09
9339、马爱彬法人章编号:5101
040099340遗失,声明作废

●青羊区蓉思达通讯器材经营
部（注册号51010560038652
6）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武侯区奢仕曼妮皮具美容店
（工商注册号51010760089140��
1）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容容干杂店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101076��
00294500）遗失作废。
●新都区飘香活水兔火锅店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510114MA6B1BGA7B） 正副
本遗失作废。

●游炳生位于成都市双流区白
家正街房屋权证（业务件号：
权0128435）， 面积 (混合：10�
3.60平方米.木.32.90平方米）遗
失，特此声明
●成都云家尚品商贸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31
9776遗失作废
●蒋钧屹遗失重庆今瑜药业增
值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各一
份， 代码051001900104票号
NO.04152542, 金额25200元，
开票日期2019.7.2特此声明。

●重庆品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04MA62PTYW34）遗失作废。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区
泰和二街123号负一层商业（
游泳池和健身房）共计1853.05
平方米进行招租， 本次招租标
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青羊区锦里苑小区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50023121遗失作废
●成华区蜀滋香土鸡馆双桥店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85035�
173)、 负责人章 (编号:510108�
5035174姓名:刘朝栋)均遗失，
声明作废。
●杨燕510184198006247522购
成都恒大山水城865单元704房
收据遗失作废:票号cdhdssc2237.
￥437741元.2016.8.2开具
●青羊区多吉酒店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55019102)遗失作废

●成都晋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公章（编号：5101008
109267）遗失作废
●成都舒普玛贸易有限公司大
慈寺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580017983N） 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69390
5）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蓉攀工程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15560��
9）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交大鸿森园林有限公司
李琦原法人章 （编号:510124��
000836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威科通科技有限公司印
娟法人章编号5101099910581��
遗失作废
●成华区安思贤超市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0108MA6CHR
KA5J)经法人蒋炆根决定注销
● 减资公告
四川远顺泰建筑防水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0MA6DG4W606）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由5000万元减少到1500万元，
特此公告！

●郫县天佑冷冻食品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24L
77430538T) 税控盘 (编号
539904285394)遗失作废。
●成都建工集团旅游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都江堰市青城
山镇兴景路1-88号青城乐道
商业街9号楼(496.93平方米)商
业物业进行整体招租，本次招
租标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
站：http://www.cdgg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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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导演了
市场的逆转？

丰山集团7月14日公告称，因预计园区供
热公司不能在7月18日及之前恢复供热，为上
市公司贡献58.68%营收的原药合成车间仍将
处于停产状态。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7月15日停牌1天，7月16日复牌，并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丰山集团”变更
为“ST丰山”，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5%，
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丰山集团于去年9月17日才挂牌上市，还
算一只次新股，短短10个月，便戴上了ST的帽
子，着实让人吃惊。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13.2亿
元，同比增长4.55%；净利润1.39亿元，同比增长
29.7%。可见业绩良好，被ST也与业绩无关。

公告称，丰山集团于4月16日接到园区集
中供热公司——盐城市凌云海热电有限公司
对蒸汽管网全线进行安全检修的通知，公司于
4月18日对原药合成车间进行临时停产。由于

停产后的复产时间具有不确定性，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条第（二）
款“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3个
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这也表明，丰山集团是主动申请戴帽ST，
而并非传统意义上连续亏损两年后的ST；只
是“其他风险警示”，而并非“退市风险警示”。

在6月29日的公告中，丰山集团曾表示，
公司将积极推动相关原药产品的复产工作，
预计不会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
计在3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遗憾的
是，事情的发展最终超出了公司的预期。丰山
集团表示，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提升、检修升级的相关工作，但复产时间
具有不确定性。

遭遇此困境的，不止丰山集团一家，
wind数据显示，按照申万行业分类，A股的
化工类企业共有337家。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以来，上述337家上市公司中已经有超
过10家宣布公司或旗下公司涉及停产，且
停产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江苏一带。

实际上，受到上半年江苏等地多起安
全事故的影响，部分上市公司的经营不确
定性增加，上市公司日科化学被纳入安全
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而因公安部
门加强对溴素产品的管制，须按月报送溴
素产品的生产经营数据，鲁北化工也应政
府要求，发布了相关经营数据公告。

不仅是部分上市环保公司停工整顿，
更大的影响在于传统运营模式面临大改。
近期江苏省发文强调，“一律不批新的化
工园区，并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
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高污
染项目。”这也就意味着，当地化工企业都
要减少企业建厂选址自主权，纳入到更符
合统一监管需求的合规园区，部分企业可
能要重新迁移，这固然增加了相应改造成
本，但却提升了其日常安全系数。

国内对于化工行业的安全监管标准
提升，环保企业必须紧跟国内发展趋势，持
续完善优化相关设施，也就要经历一个可能
较长的整改期。与此同时，国际油价的变化
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化工行业的盈利状况。

目前国内上市化工企业正遭遇国际
油价波动及国内安全整顿的冲击，造成部

分企业因此停工、减产、利润率下跌。然
而，所谓危中有机，这对于上市化工企业
的未来发展，也存在不少利好消息。

首先，随着化工行业的整顿，一部分
始终无法达到相应安全资质要求的中小
型化工企业将逐渐退出，这对于实力更为
雄厚、有能力完成整改的上市化工企业而
言，其留下的市场空白也就成为发展新机
会。通过此次整改，安全意识和能力提升，
有助于上市化工企业达到更高管理标准，
不致因频出事故而造成更大损失。

同时，这也会倒逼企业研发和制造更
高层次、更兼顾环保性的新产品。如媒体
报道，南京化纤就放弃了安全标准较低的

“年产16万吨差别化粘胶短纤维项目”，并
将上述募投项目资金转至更先进、更环保
的“年产40000吨莱赛尔短纤维项目”。如
此一来，南京化纤也就有望占领更为高端
的市场，对于其产品升级大有裨益。

此外，对广大投资者来说，这同样会
促进自身投资能力的升级，从以往主要集
中于上市化工企业的短期财务指标，转向
其在环保设施改造升级、相关产品能否与
环保安全新标准接轨等标准，作为企业稳
定性和成长性的重要参考，由此形成投资
者的“绿色投资观”，也就进一步倒逼企业
加快相关改造进程，有利于整个化工板块
的优胜劣汰。也只有通过企业及行业的升
级，才能不断增强上市化工企业的抗风险
能力和长久发展能力。

行业安全整顿之下
上市化工企业“危”中有“机”

□ 毕舸

【丰山集团这家在去年9月份刚刚登陆上交所主板的化工企业，
核心生产部门遭遇了无限期停产的局面。从目前戴帽公司的情况来
看，丰山集团股票有可能刷新A股史上最快ST的纪录。】

近期，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19年上半年
业绩预告，记者梳理截至7月15日已披露的影
视公司业绩预告发现，整个上半年，影视行业
集体报忧，业绩疲软、出现亏损、同比下滑，成
为行业的集体写照。

其中，华谊兄弟亏损最多，超过3亿元；完
美世界不靠影视靠游戏却赚到了约10亿元。
而华策影视、光线传媒、唐德影视、北京文化
等也举步维艰。

数据显示
上半年国内观影人次同比下滑10.3%

光线传媒7月14日晚间预告上半年业绩
同比暴跌，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8500万
元至1.05亿元，同比下滑95.02%~95.97%；公司
上年同期净利润为21.07亿元。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光线传媒称，公司
参与投资、发行并计入本报告期票房的影片
共7部，总票房为28.16亿元。其中，报告期内上
映了《疯狂的外星人》《四个春天》《千与千寻》
等影片。电视剧则确认了《八分钟的温暖》《逆

流而上的你》《听雪楼》的发行收入。公司称，
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影视制作成本上升、利
润下降。

业绩下滑的，远不止光线传媒，万达电
影、慈文传媒、欢瑞世纪等净利润也出现了大
幅下滑。慈文传媒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7500万至9500万元，同比下滑51%至61%，而去
年同期公司实现盈利1.93亿元，公司同时还在
搞游戏，但同比也出现了下滑。

万达电影预计上半年净利润4.81亿元至
6.19亿元，同比下降55%~65%。艺恩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国内观影人次8.08亿人次，同比下
滑了10.3%。作为院线“一哥”的万达电影，无
疑首当其冲。

亏得最多
华谊兄弟预计亏3.25亿元至3.3亿元

相比上述影视公司业绩下滑，很多影视
公司则出现亏损：唐德影视预计亏损7250万
元至7750万元；华策影视预计亏损5500万元
至6000万元；当代东方预计亏损4500万元至

6000万元；印记传媒预计亏损9000万元至
1.35亿元。

截至目前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影视公司，
亏损最多的是“影视第一股”华谊兄弟，上半
年预计巨亏3.25亿元至3.3亿元，上年同期则
盈利2.77亿元。报告期内，华谊兄弟只上映
了电影《云南虫谷》《把哥哥退货可以吗？》，
票房远不及去年同期的《芳华》《前任3：再见
前任》。

对于业绩下降甚至亏损的原因，各家影视
公司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与影视业仍处于调
整周期、行业景气度下降、行业监管趋严等有
关，导致上半年销售收入、利润低于预期。

以唐德影视为例，公司上半年的营收和
毛利主要来源于电视剧《因法之名》《北部湾
人家》的发行收入和毛利，另外还在吃电视剧

《延禧攻略》的老本，比如海外版权代理发行
收入。公司称，上半年受影视行业景气度下降
和影视行业监管趋严的影响，电视剧项目整
体销售进度低于预期。公司已完成首轮发行
的电视剧《花儿与远方》和《计中计》自取得发
行许可证已满24个月，于当期将该等电视剧

期末保留的存货余额全部结转，对公司利润
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赚得最多
完美世界不靠影视靠游戏

上半年，只有华录百纳、完美世界等少数
几家影视公司业绩尚可。华录百纳预计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6100万元至6600万元，公司称报
告期内利润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
并新增大客户所致；此外，半年度非经常性损
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102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完美世界，其在上半年的
影视股中赚得最多——预计上半年净赚9.6亿
元至10亿元，同比增长23%~28%之间。不过记
者注意到，完美世界业务涵盖了影视和游戏
两大板块，其净利润的大幅提升与影视业无
关，与游戏直接相关。比如《完美世界》手游今
年3月上线后，已经超过《王者荣耀》登上畅销
榜首，有券商预计全年流水约20~30亿元。此
外，还有《诛仙》等老游戏也保持稳定的贡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业绩雷，一直是股票市场最大的
个股风险因素之一。而昨天，就有不少
公司爆出了业绩雷，而且还有多家知
名蓝筹公司爆雷。

不过，从这些爆雷公司的表现看，
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既有遭遇

“一字板”跌停的白马股，也有公司在
爆雷之后，股价反而还大涨。

但从大盘走势来看，早盘释放业
绩风险之后，一个重大因素的出现，引
发市场展开反转，难道这一波调整，就
这么扛住了？

先说业绩雷。首先，东阿阿胶的业
绩雷，市场关注度最高。东阿阿胶发布
业绩预告，公司上半年盈利1.8亿元~
2.2亿元，同比下降75%~79%。

这个业绩下滑幅度有点吓人，差
不多下滑了八成。这一消息，无疑令东
阿阿胶股价面临巨大冲击。东阿阿胶
遭遇“一字板”跌停，没有让人感到意
外。另一个业绩雷，来自北上资金重仓
持有的大族激光。

业绩不如预期，股价大跌很正常。
但是，有些公司，虽然爆出业绩雷，股
价反而还大涨，这又是怎么回事？比如
长安汽车，公司公告称，上半年净利润
预亏19亿元~26亿元，销量骤降31%，
然而该股却大涨7.54%。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业绩雷，股价
的表现却完全不一样呢？在我看来，主
要原因还是曝出来的业绩风险，是否
和市场的预期存在较大的反差。

比如长安汽车和光线传媒，一个
是汽车行业，一个是影视行业，这两个
行业，本身现在就处于低谷期，市场对
他们的业绩不好是存在充分预期的。
所以，当业绩雷出来之后，反而是利空
出尽，股价不跌反涨。

但对其他公司而言，原本机构都
非常看好，形象也是大蓝筹形象，出现
业绩雷之后，股价就比较让人担忧了。

还好，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就告
一段落，不会再有新的业绩雷出现了。
所以，大盘算是扛过来了。而且，不仅
仅是扛过了业绩雷，上周的新股发行
密集期也扛过了。

再说昨天的大盘表现，早上沪指
一度大跌40多点，2900点都被跌破。不
过，10点之后，大盘出现反转走势，收
盘时沪指反而上涨近12点，以2942.19
点报收，涨幅为0.4%。创业板表现更
好，创业板指数涨幅达到1.94%。

刚才已经说了，市场已经扛住了
业绩雷风险，同时也度过了上周的新
股发行密集期，再加上经济数据向好，
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反弹延续。

另外，从技术上看，昨天沪指盘中
的下探，完全回补了6月19日留下的向
上跳空缺口，随后指数成功守住半年
线，这样一来，短期延续反弹的概率也
在增大。 （张道达）

A股延续反弹势头
沪指2900点失而复得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延续反弹
势头。上证综指盘中2900点失而复得，
深市表现明显较强，三大股指涨幅均
超过1%。

当日上证综指以2921.55点小幅
低开，早盘一度下行跌破2900点整数
位，探至2886.70点的全天最低点。此
后沪指开始震荡回升，午后摸高2955
点。尾盘沪指收报2942.19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11.64点，涨幅为0.40%。

深市表现明显强于沪市。深证成指收
盘报9309.42点，涨96.04点，涨幅为1.04%。
创业板指数涨1.94%，收报1547.47点。中
小板指数涨1.10%至5687.53点。

伴随股指上行，沪深两市2600多
只交易品种上涨，远多于下跌数量。不
计算ST个股，两市40多只个股涨停。
创业板新股N值得买挂牌上市，首日
涨幅接近44%。 据新华社

影视业半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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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史上最快

上市未满一年，还算次新股，却突然被ST了。丰山集团（603810）不小心创
下了A股一项新纪录，1.5万名股东心情复杂。根据公司7月14日公告，公司所在
园区唯一供热公司预计无法在7月18日恢复供热，公司原药合成车间无法恢复
生产。由于该车间相关原药产品收入占公司收入的比重极高，这将导致丰山集
团股票自7月16日起被“ST”。

值得注意的是，丰山集团在公告中表示：
“截至14日，园区内企业均处于安全、环保整
治提升工作中，暂未有化工合成类企业复
产。”这也表明，园区内所有化工类企业都在
进行安全、环保整治。

受影响的确实并非丰山集团一家，同在
园区的另一家上市公司辉丰股份（002496），
也因为供热公司安全检修停止供热，原药合
成车间临时停产。目前，辉丰股份并未公告是
否会因此而被ST。

不过，辉丰股份受影响同样很大。据其7月
12日公布的上半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亏
损7500万元到1.75亿元，去年同期盈利9812万
元。而其亏损的原因，辉丰股份解释与丰山集
团相同，因为园区工业公司停止供热导致工厂

停产，停产时间远超出预期，因停产造成的损
失大幅增加。此外，之前九州药业（603456）的
一家子公司在园区受到影响，停产检修。

今年3月21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
港镇化工园区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并波及周
边多家企业。事故发生之后，江苏出现针对化
工企业的整治。

此前已有多家上市公司提到了江苏的整
治，有的上市公司已配合整治停工，也有的公
司被检查出安全隐患。记者初步统计发现，今
年二季度已有丰山集团、南京化纤、ST昌九等
上市化工公司发布了停产公告。而部分上市
公司在整治之后也已恢复生产，如雅本化学、
闺土股份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

上市10个月即被ST

多家上市公司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