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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延期仍无法筹措充足资金

融钰集团增持未达计划即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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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民百启动回购计划

昨晚， 兰州民百公告称， 公司

当日实施了回购报告书披露后的首

次股份回购， 据悉公司此次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

为273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为0.35%。 成交的最高价为7.27元/

股， 成交的最低价为7.18元/股， 支

付的资金总金额约1975万元 (

不含

交易费用

)。

2018年11月17日，公司披露股份

回购报告书， 公司拟回购1亿元~5亿

元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8.5元/

股， 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5亿

元、回购价格上限8.5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7.51%。

海格通信军品业务收入恢复

性增长

昨日晚间， 海格通信公告披露，

经公司测算，同时充分考虑到证监会

发布的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文件对业绩预计可

能产生的影响，公司维持2018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30%~50%业绩预测不变，预期盈利

为3.81亿元~4.40亿元。 海格通信表

示，报告期内，特殊机构用户装备采

购合同陆续签订与实施，军品业务收

入恢复性增长，软件与信息服务等板

块收入稳步增长也带来了补充，净利

润保持稳步增长。

据中证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在上

市公司业绩雷密集爆发之时，天神娱乐

以预亏损 73 亿元至 78 亿元夺得目前

上市公司的“亏损王”。 数据显示，目前

天神娱乐的市值为 39.71 亿元，这也就

意味着下修业绩后的亏损额接近市值

两倍。 1 月 31 日午间，深交所向天神娱

乐发去关注函，要求公司就否存在利用

商誉进行业绩“洗澡”等事项进行说明。

预计巨亏超 73亿元

1 月 30 日晚间， 天神娱乐发布了

2018 年度业绩修正预告， 预计净利润

亏损达 73 亿元至 78 亿元。 记者注意

到，公司去年三季报中仍预计全年净利

润为 0 元至 5098 万元， 同比下滑 50%

至 100%。公司大幅度下调业绩预期，巨

额的亏损从何而来？

天神娱乐在公告中称， 各子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 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为 49 亿

元。同时，投资标的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公司或其子公司预计计提减值准备 8.2

亿元，预计承担超额损失 15 亿元；对联

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股权投资

计提减值准备约 7.5 亿元。 公告中还表

示， 不考虑上述资产减值因素影响，公

司 2018 年度净利润约为 3.77 亿元，与

三季报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计相符合。

昨日午间，深交所向天神娱乐发去

关注函，要求公司就关于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对并购基金出资份额计提减值准

备及承担超额损失等事项做出书面说

明。

大额商誉减值损失所致

这意味着公司的亏损预期大部分

是商誉减值预期“贡献”。

记者梳理发现，2014 年 9 月，当时

还叫“天神互动” 的天神娱乐以 24.51

亿元的价格， 借壳科冕木业完成上市。

从 2015 年开始， 天神娱乐先后并购了

雷尚科技、妙趣横生、幻想悦游，扩展游

戏业务领域；2016 年，天神娱乐收购了

乐玩科技、一花科技、合润传媒，涉足影

视行业。并购为天神娱乐带来可观的业

绩， 根据 2014 年至 2017 年的财报，天

神娱乐的净利润均可达到 50%的增

长。

公司去年三报显示，天神娱乐经过

多年来并购带来了 65.35 亿商誉。 前海

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当

商誉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可能会面

临商誉的减值。一旦被收购的公司业绩

出现下滑，就可能造成公司收购方要在

当年年报中体现商誉减值，那么就有可

能大幅降低公司的盈利，甚至可能导致

亏损。 这也就意味着，天神娱乐高额的

商誉要平稳避险，并购公司的业绩就必

须达标。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游戏公司风

光不再。 2018 年，棋牌类游戏受到严厉

监管，一花科技的主打产品《一花德州

扑克》被下架，让一花科技给出的 3.66

亿元对赌协议面临无法兑现的风险，这

极大地拖累了天神娱乐的业绩。根据天

神娱乐第三季度报，公司前三季度营收

18.68 亿，同比减少 16.48%，营业利润

为 4.4 亿元，同比减少 43.41%。

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记者梳理还发现，天神娱乐目前已

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根据 2018 年

10 月 19 日天神娱乐发布的公告，鉴于

公司原 2 名实际控制人朱晔与石波涛

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已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到期终止，公司从此将处于

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公告中显示，朱晔直接持有上市公

司 13.94%股份， 通过北京华晔宝春间

接持有公司股票 1.26%，石波涛直接持

股 9.12%，公司第三大股东为新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票 7.16%。 其他股东持股

比例均低于 5%。

天神娱乐还存在多个银行账号被

冻结、 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轮候冻

结或被质押的情况。 2018 年 12 月 22

日， 天神娱乐发布公告称朱晔持有的

13.94%股份被江西省高院轮候冻结，同

年的 12 月 28 日，石波涛因所质押的部

分股份爆仓，被银河证券做强制平仓处

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艳 实习生 李

靖茹）

昨日，融钰集团发布公告称，终止

公司股份增持计划。 信息时报记者注意

到，融钰集团累计增持股份金额及比例

均远远没有达到此前计划增持的下限。

信息时报记者梳理后发现，去年以来有

多家上市公司公告的增持计划至今未

能如约推进， 或实施不及预期的情况。

分析人士表示， 针对目前的市场环境，

投资者需避免盲目跟风， 规避风险，以

中长线价值投资为主，理性分析公司业

绩增长空间。

增持金额远不及计划下限

此次终止增持计划的是融钰集团

董事长尹宏伟。 公告显示，自去年6月份

以来， 尹宏伟累计增持的公司股份

993.8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8%。

去年6月7日，尹宏伟曾通过其控制的创

隆资产，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891.23万股， 同时宣布计划在未

来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在公告

中，尹宏伟还表示，计划增持金额将不

低于5亿元且不超过10亿元， 增持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5%。

但是直至昨日终止增持计划，尹宏

伟除了在2018年6月11日再次增持上市

公司0.12%的公司股份外， 其增持计划

再无动静，12月17日宣布延期实行，但

延期仍未有继续增持。 也因此，尹宏伟

最终的增持比例，远不及承诺增持的比

例下限5%。 Wind数据显示，尹宏伟自6

月份以来的两笔增持耗资总计不足1亿

元， 距离其承诺增持金额不低于5亿元

更是相差甚远。

对此， 融钰集团在公告中表示，尹

宏伟终止增持是由于资本市场变化、融

资渠道受限等原因导致无法筹措充足

资金。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晖也向信

息时报记者表示，一般增持计划搁浅有

两种可能， 一是业绩增长动力不足，二

则是为了稳定股价，调整市场预期。 昨

日晚间， 融钰集团修正业绩预告，将

2018年全年净利润从9000万元~1.26亿

元下调至5420万元~9000万元， 预计同

比增长-24.63%到25.15%。 而其股价在

去年5月大幅下跌后， 尽管发布了增持

计划，股价也始终未得到提振。

凯恩集团公布计划后未增持一股

除融钰集团外，还有多家上市公司

去年发布的增持计划至今仍未推进。 周

二，凯恩股份还因此收到了深交所的监

管函。 凯恩集团的控股股东凯恩集团在

一年前即2018年1月12日披露增持计

划，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不超总股本的

3%。然而，直至增持期限终止，凯恩集团

未增持一股。 凯恩集团公告称，未完成

增持承诺，是因资金不足已无能力履行

增持计划。

信息时报记者注意到， 凯恩集团

2018年以来确实存在资金链紧张到情

况。 昨日，凯恩集团还公告称，凯恩集团

质押的6790万股已经跌破平仓线，据公

告披露，凯恩集团累计被质押的股份占

比为82.44%。 不过，目前凯恩集团的所

有股份同时因融资借款合同诉讼纠纷，

已经被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暂时不会

被强制平仓。

此外，去年以来，神雾环保、沃森生

物、唐德影视、金字火腿等都出现了高

管或股东公告的增持计划至今推进缓

慢，以至于到期未实施或实施不及预期

等情况，其中如神雾环保还收到深交所

的问询函，被要求说明是否存在炒作股

价等。 对此，徐春晖建议，投资者不要盲

目跟风，炒作题材股，而是着眼于公司

的业务发展和业绩理性增长，以中长线

价值投资理念挖掘绩优股，静待市场变

化。

公告速递

预亏额接近市值两倍

天神娱乐成两市“亏损王”

昨收：

2.90

元

涨跌：

-0.11

元

涨跌幅：

-3.65%

融钰集团（

600432

）股价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