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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重庆左岸环境挂牌
新三板渝企达到140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徐沛 李绿桐

茅台集团要求不能乱涨价，新飞天53度500ml不超1299元/瓶

货源紧张经销商惜售限购
顾客买茅台要登记身份证

主业7年来首盈利 太极集团定增募资20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磊

重庆商报讯 周一沪深股市单边上扬，
创业板更是以放量大涨之势收复了阔别多
日的60日均线大关。截至终盘，上证指数
收报3237.36点，小涨28.82点，涨幅0.90%；
深证成指收报10519.80点，大涨228.45点，
涨幅2.22%，创1年来单日最大涨幅纪录；中
小板综大涨2.11%；创业板综大涨2.76%。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4721.30亿元，比上周五
萎缩12%。

只有创业板放量大涨

从走势上看，各大指数均为单边上涨走
势，不过上证指数受一线银行股和石化双雄
拖累，全天涨势十分坎坷，最终未能收复上
周五失守的5轴线和30天线大关。但创业
板全天高歌猛进，收盘时一举拿下了60天
线、10周线两大关卡。值得注意的是，从

“成交数量”上看，创业板是唯一一个放量上
涨的群体。

统计数据显示两市只有186家股票下
跌，涨停个股43只，涨幅超过5%的股票多达
125家。盘面看，新兴产业霸气十足，涨幅榜
前20名中只有稀土板块属于传统行业，而区
块链、国产软件、电脑设备、网络安全、人工智

能等热门话题分别暴涨 3.66%~5.54%不
等。不过，由于上周五尾市护盘的工中农交
行全天低位震荡，石化双雄也双双收跌，因而
沪指全天的反弹之路十分坎坷。

比特币狂飙拉高区块链板块

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区块链
DAO组织发行代币为证券后，11日，全球
知名虚拟数字资产交易平台Bitfinex宣布
将不再为美国投资者提供ICO（首次公开募
币）代币服务。受此影响，各大交易平台比
特币价格应声大涨，并突破4000美元。同

时，国内比特币价格突破2.7万元，逼近2.8
万元大关，本月涨幅已达40%。比特币的大
涨使得区块链技术再获关注。二级市场上，
远光软件、飞天诚信等4股涨停。

民生证券认为，国内科技巨头们积极利
用区块链技术，着重拓展了消费金融场景，
在消费升级提速的趋势下，消费金融市场迎
来利好。建议重点关注提前布局区块链技
术和应用的标的，如新国都（成立区块链研
究中心）、飞天诚信（与区块链技术公司布比
合作）、赢时胜（拓展相关应用并成立链石公
司）、四方精创（底层技术研发）、信雅达（国
产联盟链云平台）等。

创业板大涨2.76%收复60天线大关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也

上市公司中报披露工作尚未过半，中
报更正补充公告便已提前密集袭来，据
重庆商报数据中心统计，目前已有 13 家
对原先披露的中报内容进行了补充更
正，这些中报“补丁”所修正的内容除部
分是为了满足监管层设定的最新财报披
露规则外，还有大量涉及诸如计量单位、
标点符号、财务数据、股东名单等领域的
低级失误。

乌龙一：
股票代码张冠李戴

在今年的年报披露过程中，A股市场
也出现了一家貌似“失忆”而搞不清楚自己
股票代码的上市公司——北纬科技。

据北纬科技8月14日发布的半年报更
正公告显示，因为因工作人员笔误，将8月
10日发布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的公司证券代码填

报错误，公司正确的股票代码本是002148，
但在首次发布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却将公司代码
误写为002418，而这一股票代码本来是属
于康盛股份的。

尽管北纬科技在更正公告中强调要
“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
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但
面对“张冠李戴”的股票代码，股民却难免
揶揄猛狮科技“也许得了失忆症，还是去
医院看看吧”。

乌龙二：
公司第一大股东被遗忘

8月 8日蓝盾股份公布了2017年半年
报，但其内容却让熟悉该公司的投资者大吃
一惊。在这份半年报中，公司前十大无限售
条件股东名录中，已经没有了公司第一大股
东柯宗贵、柯宗庆兄弟的名字，照此推算，柯
宗贵、柯宗庆兄弟在二季度减持了近9000
万股的公司股票。然而翻阅今年二季度蓝
盾股份的公告记录，并没有柯宗贵、柯宗庆

兄弟大规模减持公司股票的记录。
正当投资者担心蓝盾股份是否存在严

重信息披露违规的时候，蓝盾股份在8月9
日公布了半年报更正公告，在更正公告中，
柯宗贵、柯宗庆兄弟又出现在了公司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名录中，兄弟俩蓝盾股
份第一大股东的身份没有任何改变。

乌龙三：
三季报业绩预告“逗你玩”

英维克于 8 月 10 日发布 2017 年半
年度报告，虽然报告期内 3994.15 万元的
净利润数据只能说是平平而已，但英维
克却在半年度报告中对2017年前三季度
的净利润进行了“大胆”的预估，在其半年
报“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
对 2017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一栏
中，英维克将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定在了55083680.49万元~71608784.64万
元之间，较半年报业绩数据膨胀了上千倍。

不过如此惊艳的三季报业绩预告并
未令英维克的投资者兴奋太久，8 月 11

日，英维克发布半年报更正公告，表示有
关前三季度业绩预估值的单位数据有误，
前 三 季 度 的 净 利 润 变 动 区 间 并 非
55083680.49 万元~71608784.64 万元，而
仅仅是 5508.37 万元~7160.88 万元，同比
增幅在0%~30%之间。

乌龙四：
多个财务数据接连出错

上述几家上市公司的半年报虽然出
现了错误，但出错的地方就那一处，然而
国恩股份的半年报却出现了一系列的财
务数据错误，据国恩股份发布的半年报
更正公告显示，其最初发布的 2017 年半
年报在涉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
金额”、“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等
四个财务指标的 12 处数据都存在错误。
对此，国恩股份的解释是“因工作人员失
误，未考虑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等因素
的影响”。

上市公司频演“乌龙”中报“补丁”密集来袭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实习生 岑晓林

重庆商报讯 8月 13日晚，太极集团
发布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获得证监
会批准。太极集团定增计划显示，其拟以
不低于15.35元/股价格向包括公司控股股
东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定向增发
约 1.3 亿股股票，募资资金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投向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
产能建设项目、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天胶原
料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贷款。

就在太极集团定增获批之际，太极集团
中报也出炉，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44.44亿
元，同比增长14%。实现净利润近0.35亿
元，同比下降96%。尽管利润同比骤降，其主
营业务的扭亏为盈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其挣脱
亏损泥潭的希望。

截至14日14时，太极集团股价上涨3%。

20亿元定增瞄准医药主业

去年5月 14日，太极集团推出非公开

发行股票计划，拟以不低于15.65 元/股价
格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定向增发约1.28亿股股票，募
资资金总额不超过20亿元，投向膜分离浓
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科技
创新中心项目、天胶原料养殖基地建设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随后不久，太极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
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主要涉
及股份的发行底价和数量，每股发行价由
15.65 元变为 15.35 元。总募资总额由 20
亿元减少为19.967亿元。

由于定增方案进行了微调，相应募投
项目情况也同步进行了调整。其中，创新中
心项目拟使用募资金额由2亿元减少为1.98
亿元，胶原料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拟使用募资
金额由1亿元减少为0.99亿元，其他不变。

太极集团表示，本次定增募集资金投
入，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主要产
品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
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的市场
领先地位；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增加股东回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查阅太极集
团的定增方案看到，根据预案，膜分离浓缩
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将采用膜
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全面实施后，预计
年销售收入约 24.10 亿元，净利润约 1.51
亿元，投资利润率约 11.88%，项目经济效
益前景良好。天胶原料养殖基地建设项
目全面实施后，预计年销售收入约7264.96
万元，净利润约2217.60万元，投资利润率
约13.04%。

主业7年亏损后实现盈利

就在 8月 8日，太极集团发布了 2017
年中报，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44.44亿元，
同比增长14%；实现净利润近0.35亿元，同
比下降 96%。对于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
因，公司表示主要系2016年对控股子公司
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重组收益导
致去年同期净利润基数较高。

不过，细心查看不难发现，尽管太极集
团净利润大幅下滑，但是公司的主营业务
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资料显示2016年，

太极集团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约 4.43 亿
元，而2015年亏损额为5.36亿元。而这种
主营业务持续亏损的状态随着公司今年中
报出炉而结束，同比扭亏为盈，创下近九个
半年度以来最好表现，而且实现连续七个
年度亏损后首次转正。

对于今年上半年主营业务盈利，太极
集团表示实现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加
强了营销体系建设，推动销售收入增长，同
时公司费用有所降低。

不过，数据显示，随着太极集团主打产
品多个品种快速增长，公司正迎来业绩拐
点。招商证券分析师吴斌指出，太极集团
最大品种藿香正气口服液，去年销售规模
10亿元（含税），加之藿香的经销商渠道重
新整理，理顺了“太极、省总经销商、二级经
销商、药店”的价值链，今年公司全员加强
地推，已经完成10省推广，正在进行17个
省会城市推广。“藿香的不涨价承诺将于今
年年底到期，我们判断明年有望在部分发
达地区提价。此外，随着定增的落地，其天
胶基地产能将进一步扩大，有望进一步推
动太极集团的营收。”

重庆商报讯 8月 14日，贵州茅台
（600519）股价再创历史新高，盘中突破
500元大关。事实上，贵州茅台也是A股
历史上首只股价站上500元关口的个股。

昨天，贵州茅台高开高走，开盘报
485.21元／股。随后，在资金的推动下，
贵州茅台股价一路拉升，在 14点 45分
左右，贵州茅台股价突破500元，创下历
史新高。而截至收盘，贵州茅台涨
3.26%，报 499.83 元，总市值达 6279 亿
元。需要说明的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贵州茅台的股价已经上涨52.68%。

而从白酒行业整体来看，昨天白酒
股走势普遍较好，根据同花顺统计，属于
白酒行业总共有 18只个股，其中 14只
个股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昨日
上涨幅度最大的为今世缘（603369），涨
幅超过8%，而顺鑫农业（000860）、迎驾
贡酒（603198）、金徽酒（603919）等个
股，涨幅均超过3%。

在 A 股历史上，牛股非常多，股价
超越茅台的个股也不在少数。但是，像
茅台一样股价常年持续上涨的股票却
并不多。而和大盘相比，如果以复权价
计算，从2001年上市之初到现在，贵州
茅台股价涨幅超过8632%，而在同一期
间，上证指数的涨幅为 72%。也就是
说，从上市到现在，贵州茅台已经远远
跑赢大盘。

重庆商报讯 茅台酒价格飞涨，似
乎快止不住之势，不过经销商主动“压
价”了。8 月 14 日，茅台集团发布消息
称，来自北京、重庆等地的 20 余经销商
和联谊会长共同倡议，自觉遵守茅台公
司的市场秩序与价格体系，新飞天 53 度
500ml 茅台酒不超过 1299 元/瓶，不惜
售不搭售。

经销商联合压价
不惜售也不搭售

茅台酒今年再度一飞冲天，不过茅台
集团决定“泼冷水”，严格限制销售商要求
稳定在1299元以内。

茅台集团 8 月 14 日在官网发布消息
称，国庆、中秋两节来临之际，茅台多次明
确铁腕控价、强化终端管控的立场，各省区
经销商近期联合发声响应稳价政策。

据介绍，8月11日，来自北京、上海、广
东、重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安徽、江
苏、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宁夏、福建、
海南的20余位茅台经销商、省联谊会会长
在西安召开“茅台酒经销商如何维护消费
者利益”的研讨会。

会上，茅台各省区经销商明确支持茅
台稳价立场，并自发签署倡议书：自觉维护

国酒茅台消费者的利益，自觉遵守茅
台公司的市场秩序与价格体系，新飞
天 53 度 500ml 茅台酒不超过 1299

元/瓶，不惜售不搭售。

茅台表示管好价格
不让老百姓“骂娘”

记者了解到，春节以来，茅台酒价格一
路上涨，贵州茅台股价一路上扬，茅台也一
度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茅台在官网公布的另一条消息称，白
酒行业逐步回暖复苏，大多名酒企业纷
纷提价，但是，茅台坚持自 2013 年来实
行的出厂价不变。“其他人天天调价都可
以，我们不可以。”集团负责人非常坚决
地表示。

茅台方面表示，市场价格波动小、涨幅
小，保持在合理区间，有利于广大消费者，
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无论市场需求如何旺
盛，坚决不乱调政策、不扰乱市场、不乱提
价格，以坚决的态度、更大的力度，切实把
茅台酒的市场价格稳住、管好，绝不推高国
内白酒价格，不让老百姓“骂娘”。

记者了解到，今年，茅台集团采取了比
上一轮价格逼近2000元时更加严厉的措
施。为了保证国庆和中秋供应，茅台酒的
供应时间提前到8月15日；供应量从此前
计划的4000吨增加到4500吨。

茅台集团将于9月 5日在北京召开专

题座谈会，召集有代表性的经销商，共同发
声，向社会公开传递稳定价格的信号。

供不应求太缺货
买酒要用身份证

经销商们倡议不搭售、不涨价，市场情
况如何呢？

“不搭售，但是要限购，一人一次只能
买两瓶。”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渝
中区专卖店工作人员 14 日向记者表示，
要尽量让更多市民能买到酒，存货有限，
只能限购。

涪陵区涛沭商贸专卖店限购更为严
格，价格为一瓶1299元，不用搭售，但是一
人只能买两瓶，且要凭身份证购买。如果
想买一件，只能三个人一起去登记购买。

涪陵某专卖店则表示，价格严格按照
一瓶1299元售卖，但是每瓶茅台要搭两瓶
单价 128 元的茅台醇，或者两瓶单价 168
元的迎宾酒，买一件就要搭两件存货。

“经销商承诺归承诺，但是下游商家该
怎么卖还会怎么卖。”南岸某名酒商向记者
坦言，如果真的终端零售商买1299元，市
民估计会排队买。

“这都是缺货闹的。”该名酒商表示，
茅台现在几乎不见整件卖的，都是拆散
来，一个客户分两三瓶。永辉超市双碑店
员工也表示，货源紧张，店内已只剩一瓶
茅台。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实习生 陈子祎

重庆商报讯 借着“年内最大借壳”
重组的噱头，江粉磁材（002600）成为资
本市场的焦点，于8月9日复牌并连获三
个一字涨停板之后，8月14日，打开一字
涨停。

8月14日，江粉磁材以涨停价8.33元
开盘，1分钟后，被31.336万手卖单砸开
涨停板，随后股价快速跳水，一度下跌至
7.56元后有所回升，而后股价开始震荡走
势；午后，在23.05万手巨量买单助推下，
江粉磁材再度回封，盘中再未开板。截至
收盘，江粉磁材涨10.04%，股价收报8.33
元，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前复权），买盘仍
有11.56万手封单在排队候买，全天总成
交额为30.58亿元，换手率高达28.58%。

事实上，为了筹划此次重组，江粉磁
材于今年2月27日起便开始停牌。

8月9日，停牌5个多月的江粉磁材
复牌便迎来一字涨停。随后，在8月 10
日、8月11日，江粉磁材再连续获得两个
一字涨停，股价更是接连创出年内新高。

短短三天的时间，江粉磁材股价上涨
了33.28%，公司市值增加了37.05亿。

机构席位展开激烈博弈
江粉磁材三连板后首开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方朝春

重庆商报讯 8 月 11 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重庆左岸
环 境 服 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左 岸 环 境
871951）挂牌，至此，新三板挂牌渝企达
到 140 家。左岸环境也是继新安洁
（831370）之后第二家新三板环卫渝企。

左岸环境主办券商为西南证券，成
立于2004年 12月 06日，股份公司成立
于2016年 12月29日，注册资本1510万
元，法定代表人罗玉林，住所在重庆市金
渝大道89号2幢1-14-1，主要业务为环
卫清扫服务、绿化养护服务。

左岸环境控股股东为重庆乐峰商务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755.0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

左岸环境实际控制人为罗玉林，直
接持有公司 7.00%的股份，通过乐峰商
务、源石管理能够控制公司1208万股的
表决权，合计能够有效控制公司87.00%
的表决权。

左岸环境2015年营收7010万元，净
利润840万元，2016年营收10549万元，
净利润1168万元。

8月 14日，科大讯飞早盘小幅高开
后逐步震荡走高，午后 13：28 左右，
11.78 万手买单将其快速推上涨停。截
至收盘，科大讯飞股价报52.76元，创年
内新高，全天成交61.4亿元，全天成交量
高居两市第一，换手率为10.11%。

资料显示，在科大讯飞发布了2017年
半年报之后，机构纷纷“组团”前来调研。

8月9日晚间，人工智能龙头股科大
讯飞公布今年上半年报告。据中报显
示，科大讯飞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21.02 亿元，同比增长约44%。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科大讯飞却陷入了增收不
增利的尴尬境地，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为1.07亿元，同比大降了58%。

科大讯飞表示，业绩变动主要系
2016 年收购安徽讯飞皆成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导致 2016 年增加了非经常性损
益1.17亿元，此外2017年在人工智能重
点领域持续加大产业布局和核心技术研
发，导致研发和市场费用增加，较大影响
了当期税后利润。但对未来可持续发展
和长期盈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并不影响机构对其的喜
爱。8月 10日，科大讯飞接待了华夏基
金、Sanford C. Bernstein research、嘉
实基金、韩国投资、交银施罗德、光大保
德信、华泰柏瑞、证券公司等231家机构
投资者及112名个人投资者，总共343人
调研。据悉，调研重点是公司上半年业
务情况、教育产品及服务目前情况和未
来趋势、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等。

由于累计接待了231家机构调研，而机
构“抱团”研究的公司大都具有较高的成长
性，因此，科大讯飞毫无疑问成为了上周的
机构调研人气王，受到了市场资金的追捧。

盘中一度破500元
茅台股价再创新高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蜀君

机构“抱团”调研
助推科大讯飞股价上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方朝春

重庆商报讯 8 月 14 日晚间，渝股
智飞生物（300122）发布2017年半年报，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4516 亿元，同比
增长142.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1.71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26.96%；基本每股收益 0.11 元/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6826 亿
元，同比增长1629.61%。

智飞生物表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主要来源于二类疫苗销售。

重庆智飞生物
上半年赚1.7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徐沛 李绿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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