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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爱”海利生物，游资大佬章建平及
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了违规增持，最终在近日收
到了来自监管层的罚单。

事实上，除了海利生物之外，章建平从去
年三季度开始便扎向了多只医药股，而这背后
则是在科技股上的屡次折戟。那么，转战医药
股后的章建平，转型效果如何呢？

游资大佬违规增持收到罚单

游资大佬章建平又被全网刷屏了，不过，
这次是因为一张罚单。

2月 10日晚间，海利生物公告，公司近日
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对章建平、方文艳、方
德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该公告称，截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章
建平、方文艳、方德基作为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海利生物股票 32204794 股，占海利
生物总股本的 5.0007%。紧接着，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章建平、方
文艳、方德基继续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
交易增持了海利生物股票 3458.23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37%。

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
款的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后，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拥有权益的股份
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
少5%，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同
时，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2日内，

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章建平等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因

此，证监会决定对章建平、方文艳、方德基采取
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值得注意的是，
这不仅是猪年的首张罚单，也是章建平转战医
药股之后收到的第一张罚单。

值得一提的是，章建平等人对海利生物可
谓是“真爱”，自2018年4月“相中”之后，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便已经 3 次举牌，累计买入
9898.73万股，持股比例已上升至15.37%，累计
耗资超9亿元。

折戟科技股转战医药股

事实上，除了海利生物之外，章建平从去
年三季度开始便扎向了多只医药股，转移了自
己的投资方向。其投资转型的背后原因，则是
因为其在乐视网等科技股上屡次折戟。

2016 年 8 月，热衷于参与科技股定增的
章建平“看”了乐视网，斥资 11.2 亿元参与乐
视网定增，参与成本约为 22.49 元/股，开始
跟着贾跃亭去“豪赌”。不过，“豪赌”的结果
令人太失望，从章建平入股到去年 2 月 8 日
限售股解禁，乐视网股价跌去近七成。据了
解，章建平在乐视网上的亏损金额目前最少
已超过4亿元。

而在折戟科技股之后，医药股便成为章建
平的“新宠”。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三
季度末，除了新纳入海利生物，章建平等人还
新进了康泰生物、创新医疗两只个股。比如康
泰生物。去年三季度，方德基、章建平分别买
入康泰生物1054.57万股、486.36万股，持股比

例分别为1.66%和 0.76%，分别新进成为公司
第5大流通股股东和第10大流通股股东。

海利生物令章建平大赚

那么，章建平“转战”医药股后的收获如何
呢？

以上述三只医药股去年三季度以后的表
现来看，如果章建平一直继续持有，那么，其借
助于医药股的转型可谓是“喜忧参半”。

总的来看，在带量采购等因素刺激下，医
药股的状态不怎么好，而章建平持有的医药股
中有 2只自去年三季度以来股价便一直处于
阴跌中。比如康泰生物，自去年三季度末至2
月 11日午间收盘，该股股价已经由 44.12 元/
股 一 路 下 跌 至 31.92 元/股 ，区 间 跌 幅 达
27.65%。值得一提的是，章建平介入的时间实
则更早，因此，其面临的浮亏可能更高。

创新医疗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自去年三
季度末至2月11日午间收盘，创新医疗已经由
10.29 元/股一路下跌至 7.19 元/股，区间跌
幅为30.13%。

不过，章建平也有“大赚”的个
股，比如海利生物。自去年章建
平大幅增持以来，海利生物的股
价便顺势“起飞”，从去年 9月下
旬的 7 元左右一路上涨，至去年
11月 8日更是盘中创下阶段新高
16.16元/股，之后略有回落。不过，
截至 2月 11 日午间收盘，海利生物
股价报收 12.46 元/股，较去年股价启
动时涨幅约为78%。

折戟乐视网转战医药股 游资大佬违规增持收到罚单

春节档电影竞争惨烈 上市公司几家欢喜几家愁

春节档电影，在经过7天长假的发酵后，如今票房已经呈
现两极化趋势。昨日，A股市场迎来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投
资了春节档电影的上市公司如今股价也迎来分化。

春节档电影争雄
《流浪地球》夺冠

今年的春节档，因为上映电影数量之
多，被大家称为“最强春节档”。不过尴尬
的是，经过了春节假期的发酵，如今各部电
影的票房已经呈现两极化。

吴京和李光洁主演的《流浪地球》成功
逆袭，取代沈腾和黄渤主演的《疯狂的外星
人》，成为春节档的票房黑马。根据猫眼实
时数据显示，《流浪地球》的票房已高达
22.17亿元，而排名第二、第三的《疯狂的外
星人》和《飞驰人生》，实时票房分别为
15.09亿元和10.9亿元。

尴尬的是，备受期待的周星驰新作《新
喜剧之王》，并未进入前三之列，目前票房
为 5.38 亿元，在春节档电影中排名第四。
而宋祖儿和谭笑等主演的《熊出没·原始时
代》，目前票房为4.95亿元，排名第五。

这边涨那边跌
背后公司几家欢乐几家愁

如今，A股在经历春节休市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上述电影的票房成绩，也影响投
资这些电影的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

2月 11日，作为《流浪地球》出品方之
一和宣发方之一的北京文化，开盘强势涨
停。截至收盘，北京文化报14.51元/股，涨
幅达10.01%。

有媒体表示，《流浪地球》如今票房属
于快速上升期，预计影片最终分账票房至
少为 50亿元。而在扣除固定费用和影院
方分成后，作为出品方和发行方的北京文
化在《流浪地球》票房达到35亿元、50亿元
时，其收入分成将分别达 3.4 亿元、4.8 亿
元，而公司投资额总计不超过2亿元。

而《流浪地球》的其余投资出品方昨日
股价同样飘红。中国电影报16.15 元/股，
涨幅2.74%。而文投控股上涨3.94%，上海
电影上涨3.89%。

不过，投资今年春节档电影的其他上
市公司的情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事实上，此前由于《疯狂的外星人》票
房成绩不及预期，港股欢喜传媒就已经有
所反应。尤其是2月8日，港股市场在休市
三天后重新交易，欢喜传媒股价大跌
11.58%，股价报1.68港元/股。而在昨日，
欢喜传媒股价继续下跌，股价跌幅1.19%。

同样在昨日，横店影视下跌6.45%，股
价报22.35元/股，而投资《新喜剧之王》的
创业板公司新文化，股价下跌 7.35%，报

4.54元/股。另外，光线传媒下跌4.51%，股
价报8.25元/股。

成功押宝两部电影
北京文化成“爆款收割机”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文化曾成功押宝
《战狼2》和《我不是药神》，净利润和股价
都获得了双丰收。

此前，北京文化不仅是《战狼 2》的
制作方之一，同时还对《战狼 2》进行了
高达 8 亿元的保底发行。根据北京文化
公告显示，《战狼 2》最终票房高达 56.83
亿元，刷新了中国乃至全球华语电影票
房新纪录，为北京文化实现了 3 亿元的
营业收入，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重高达
22.72%，其为北京文化实际产生的收益
高达 1.66 亿元。

在 2017 年《战狼 2》热映期间，北京
文化股价接连涨停，2017 年 7 月 27 日
（《战狼2》上映首日）至2017年 8月 7日，
股价累计上涨高达 56.3%，市值累计增加
54.42 亿元。

而在 2018 年，北京文化再次押宝《我
不是药神》，成为该电影的出品方之一。据
了解，《我不是药神》累计票房高达31亿。
而北京文化董秘公开表示，《我不是药神》
整体制作成本不超过 1 亿元，公司出资
1500万元。

同样也是因为《我不是药神》的票房火
爆，北京文化连续涨停，从去年6月22日至
去年7月6日，其股价涨幅高达71.54%，市
值增加近48亿元。

不过，值得股民注意的是，此
前北京文化因《战狼 2》股价大涨
后，其董事、高管随即发布减持预
披露公告。

2017 年 8 月 7 日，北京文化发
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丁江勇、副总
裁邓勇、副总裁杜扬、副总裁兼董
事会秘书陈晨、财务总监于晓萍
出于资金安排需要，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减持数量合计约 143.65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为
0.19%。

受该消息影响，2017 年 8 月 8
日，北京文化股价大幅下跌，以跌
停价收盘。之后，北京文化股价
开启阴跌模式，从减持公告披露
前的 22.46 元/股，一路下跌至《我
不是药神》前夕的 9.03 元/股，累
计跌幅近60%。

提醒

大涨后高管宣布减持
北京文化股价曾跌60%

《流浪地球》对应的上市公司：
中国电影、北京文化、上海电影、
文投控股

《疯狂的外星人》对应的上市公司：
光线传媒、欢喜传媒（港股）

《飞驰人生》对应的上市公司：
万达电影、光线传媒

《新喜剧之王》对应的上市公司：
中国电影、新文化、横店影业

《熊出没·原始时代》对应的上市公司
万达电影、横店影业

春节档票房前五电影
背后的上市公司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张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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