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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股民“踩雷”！
盈方微今起将被ST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蜀君

六个核桃成“主力军”
为养元饮品营收贡献98%

昨日下午，六个核桃母公司养元饮品披露
了上市以来的第一份年报。根据年报显示，
2018年，养元饮品实现营业总收入近81.44亿
元，同比增长5.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6.78亿元，同比增长15.92%。

据了解，自1997年设立以来，养元饮品就
致力于主要以核桃仁为原料的植物蛋白饮料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同时
标注“养元”商标、“六个核桃”商标的植物蛋白
饮料核桃乳。

事实上，六个核桃为养元饮品的营收作出
极大贡献。年报显示，养元饮品的主要营收来
自植物蛋白饮料，2018年，核桃乳的营收高达
80.21 亿 元 ，占 公 司 主 营 业 务 的 比 重 高 达
98.49%。而过去四年（2014年至2017年），核
桃乳的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分别为94.90%、95.41%、97.30%、98.45%。

同时，其他植物蛋白饮料的生产量、销售
量分别为1.6万吨、1.63万吨，相比上年均有所
减少，分别减少8.06%、13.91%。可以发现，养
元饮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仍未得到改善。

去年广告费高达2.79亿元
相当于9300万罐六个核桃

值得注意的是，养元饮品收入的增长，离
不开其在广告宣传上的大力投入。

根据年报显示，2018年，养元饮品在广告
费上的投入为2.79亿元，占10.32 亿元的总销
售费用的比重高达27.03%。据了解，六个核桃
240ML包装的罐装饮料一般零售单价差不多

在5元左右，而网购的话每罐价格大概在3元
左右（以天猫超市为例，一箱24罐的价格约为
62元，相当于一罐3.15元），那么2018年养元
饮品光在广告费上，就需要 9300万罐六个核
桃。

其中，全国性的广告费用为 2.42 亿元，占
总广告费用的比例高达86.52%，地区性广告费
用 为 3766.37 万 元 ，占 广 告 费 用 的 比 例 为
13.48%。据了解，全国性广告费用包括由央视
及其网络媒介传播，而地方性广告包括各地方
卫视等传播媒介。养元饮品表示，报告期内公
司全国性广告费用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
品牌建设投入，在央视投放“国家品牌计划”等
节目。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过去几年，养元饮品
在广告费用上已经有所“收敛”。据了解，2014
至 2017 年，养元饮品广告费投入分别为 2.29
亿元、2.81亿元、3.99亿元、3.53亿元，占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比重也逐年提高，由 2014 年的
2.77%攀升至2017年的4.56%。

根据公开报道显示，最早之前，养元饮品
花了 6000万元，邀请著名主持人陈鲁豫打广
告，那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的广告
词也传遍大街小巷。后来，为了扩大宣传，
养元饮品相继与央视《挑战不可能》、湖南卫
视《好好学吧》、山东卫视《我是先生》等益智
类节目签约，结合补脑的卖点，继续扩大品
牌影响力。

比如2016年，养元饮品耗资2.5亿元成为
《最强大脑》的赞助商；2018年 5月，六个核桃
又邀请“流量小鲜肉”王源作为代言。

分红“10派30元送4股”
大股东拿走近5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布业绩的同时，养元

饮品还公布了 2018 年度分红方案。据了解，
养元饮品打算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元
（含税）及转增4股的分红方案，累计派发现金
红利约22.60亿元，转增约3.013亿股。分红金
额占净利润比例达84.4%。

事实上，养元饮品在分红上一向较为大
方。2016年中期和2016年，养元饮品分别实
施“每10股派20元”，分红总金额累计19.8亿
元，分红金额占净利润比例高达36.12%。而在
2017 年，养元饮品实施“每 10 股派 26 元送 4
股”，累计分红金额为13.99亿元，占净利润比
重为60.56%。

其中，实际控制人姚奎章及其控制的雅智
顺投资有限公司成为最大赢家。根据2018年
股东名单显示，姚奎章持有养元饮品21.15%的
股份，持股数量约为1.59 亿股，其将获得4.77
亿元。而其控制的雅智顺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38亿股，将获得4.14亿元。

上周五，第一批科创板上市申请受理企业
名单出炉，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9家企业分
别是晶晨半导体、睿创微纳、天奈科技、江苏
北人、利元亨、容百科技、和舰芯片、安瀚科
技、武汉科前生物。

不过尴尬的是，在经历了一天的股价大涨
后，3月26日，这些企业背后的影子股的表现
很差，同花顺数据统计的31只科创板影子股，
股价呈现下跌态势的多达27只。

27只科创板影子股下跌

3 月 26 日，前期涨幅明显的科创板影子
股，在所有概念板块中处于领跌的位置。数
据显示，3月26日，科创板影子股所在的科创
板 IPO板块，整体跌幅为5.37%，仅次于国产
航母和太空互联网两个板块。

具体个股来看，科创板影子股共有31只
个股，除了大港股份和东方创业股价涨停外，
股价飘红的个股只有两只，江苏阳光和仙鹤
股份。而剩余27只概念股中，跌幅超过5%的

有23只，其中誉衡药业、华胜天成、空港股份、
软控股份、天壕环境等5只个股遭遇跌停，而
兆驰股份、四川成渝、有研新材、力生制药、张
江高科、华闻传媒等个股跌幅超过8%。

这样的表现，与前一个交易日形成明显反
差。3月25日，上述31只科创板影子股，仅洋
河股份和张江高科股价分别下跌 4.22%和
5.58%，其余29只个股股价飘红，其中涨停的
个股多达16只，包括泰达股份、银亿股份、江
苏阳光、四川成渝、TCL集团、誉衡药业等，而
软控股份、新湖中宝、宏达股份和力生制药等
个股涨幅超过5%。

影子股大跌有三方面原因

科创板影子股遭遇大跌，这是为何？
开源证券重庆分公司投资顾问欧阳玮表

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此前市场对科
创板相关个股已经提前炒作，如今首批科创
板上市申请受理企业名单出炉，除了极少数
个股外，其余个股已经被炒作过了。第二，则
是受到整个大盘的影响。欧阳玮表示，如今，
大盘已经涨到一定程度，很多股票都在高位，

资金不愿意接货。而且，目前市场基本已经
达成共识，认为大盘要回调，所以科创板影子
股走得也相对弱一些。第三，单从目前的市
场来讲，科创板的推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资
金进行分流，这对市场也存在一定的冲击。

而华龙证券万州营业部投顾刘伟也表示，
设立科创板，是证券市场重大制度改革，从中
长期来看利好股市。但目前首批科创板受理
企业可能属于试水，目前主板里有些优质企业
并不比这些公司差多少，所以科创板影子股的
表现没有特别好的持续性也在情理之中，同
时，这些个股潜伏盘较多，资金获利兑现欲望
较大。

“后市科创板应该会有更多优质的企业陆
续获得受理并登陆，从投资角度考虑，一是可
以选择参股预科创企业比例较大的公司，二
是随着科创板登陆，有利于科技股估值整体
提升，科技行业细分领域龙头值得中长期关
注。”刘伟表示。

而欧阳玮则表示，科创板相关题材后期肯
定还会再炒，但目前大盘表现弱，投资者更多
的精力不能放在题材炒作上了，建议近期重
点关注蓝筹。

从普涨到普跌 科创板27只影子股为何玩过山车？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蜀君

券商将贵州茅台目标价调至每股970元 北向资金：溜了溜了……

在你心中，贵州茅台股价最高能到多少？
3月24日，国泰君安发布了贵州茅台20年

深度复盘报告，给出增持评级，上调目标价至
970元。该研报发出后，近两个交易日，贵州茅
台股价小幅下跌，外资大额出逃。其中，3月
25日，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出6.89亿元，创下今
年以来最大净流出额。

券商上调贵州茅台目标价

今年以来，随着市场的回暖，贵州茅台的
股价也得到大幅回升。去年10月 30日，贵州
茅台盘中一度低至 509.02 元/股，然而到了 3

月18日，该股盘中一度触及814.53元/股的高
价，不到5个月时间，涨幅高达60%，使得贵州
茅台总市值再度突破万亿大关。

随着行情走高，机构“唱多”贵州茅台的声
音再次响起。3月24日，国泰君安作出了名为
《恒者行远，厚积薄发——贵州茅台20年复盘
深度报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长达58页，从
茅台的登顶之路、战略、产品、渠道、产能、股价
复盘、日常观察指标与股价的关系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分析。

报告指出，茅台成为中国白酒行业发展风
向标和基石。强大的品牌塑造能力以及由强
品牌驱动的强渠道成为茅台最核心的竞争优
势。马太效应显现，茅台站位行业制高点，量
价提升逻辑兼备，业绩波动减弱，有望获得龙

头 估 值 溢 价 。 根 据 公 司 业 绩 指 引 ，调 整
2018- 20EPS 为 27.02/32.33/38.56 元（上 调
2018-20EPS 分别-0.43/+1.49/+2.74 元），上
调目标价至970元，增持评级。

北向资金大额抛售贵州茅台

国泰君安的报告发布后，近两个交易日
里，贵州茅台的股价遭遇持续小幅下跌。3月
25 日下跌 2.32%，3 月 26 日再次收跌 0.34%。
截至3月26日收盘，该股报收773元/股，当日
成交总额29.14亿元，以最新收盘价计算，总市
值为9710.41亿元。

股价下跌的背后，是资金的大额卖出。
3 月 25 日，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 2.17 亿元，

主力净流出率为 7.53%。3 月 26 日，主力资
金 再 度 流 出 3.18 亿 元 ，主 力 净 流 出 率
10.98%。

3 月 25 日，北向资金累计卖出贵州茅
台 6.89 亿元，创下了今年以来最大卖出金
额，3 月 26 日，小幅买回 1.12 亿元。近 7 个
交易日，北向资金净卖出金额最大的十只
个股中，贵州茅台排在第三位，净卖出 7.06
亿元。排在前面的分别是五粮液和格力电
器，净卖出金额分别为 28.08 亿元和 17.55
亿元。

不过，贵州茅台目前仍然是沪股通中持股
市值最大的个股。截至3月25日，沪股通持有
贵州茅台1.19亿股，持股市值923.77亿元，占
流通A股比例为9.48%。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但宇

重庆商报讯 有一只个股，今年以来股
价暴涨了117%，却也难逃被ST的命运。

3 月 25 日晚间，盈方微发布公告称，鉴
于公司美国数据中心租赁业务已与客户终
止合作并在合同终止的三个月内尚未恢复
正常，且公司预计该业务在未来三个月内仍
难以恢复，公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自 2019 年 3月 27 日开市起，公司股票
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
由“盈方微”变更为“ST盈方”，股票代码仍
为“000670”。

突然被ST，主要源于公司美国数据中心
租赁业务出现问题。数据显示，2017 年度
及2018年1—11月，盈方微的该数据中心租
赁业务收入分别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59.46%
和91.25%。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该股共有股东
96722 户。其中，重庆国投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利盈一号私募基金共计持盈方微
有1977.3万股，为该公司第五大股东，第二大
流通股东。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但宇

2017年12月，六个核桃母公司养元饮品成功叩
开A股大门，然而上市后，养元饮品仅“享受”了一个
涨停板，随后就开板并惨遭跌停，之后更是很快就跌
破发行价，收获“最熊新股”的称号。

如今，养元饮品公布了自己上市以来的首份“成
绩单”，其净利润为26.78亿元，同比增长15.92%，
广告费用高达2.79亿元，按一罐3.15元计算，相当
于要卖近亿罐六个核桃。

全国全国
广告费用广告费用
22..4242亿元亿元

净利润26.78亿元
同比增长15.92%

区域性区域性
广告费用广告费用

37663766..3737万元万元

20182018年广告费用合计年广告费用合计22..7979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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