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算公告

广州周燕霞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恩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停

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9年 1月 29 日成立清算

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

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2019 年 2

月 1日

公 告

广州市亨丰服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凌宗英缴存 2015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500 元投诉案， 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增城责字

〔2019〕1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

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增城

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

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2月 1日

分类广告

清算公告

广州洛芊腾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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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艳）

A股上市

公司业绩预告进入最后的“交卷”时间，

一些上市公司财务人员“忙中出错”闹

出不少笑话，甚至有上市公司将别人家

的子公司写进自家业绩预告。 昨晚，金

种子酒发布业绩预增更正公告，下调净

利润增速，而原因是“工作人员疏忽”。

信息时报记者注意到，在2018年业绩预

告披露日期截止前，科隆股份、金鸿控

股和悦达投资等多家上市公司表示原

业绩预告因“疏忽”出错并加以更正。

金种子酒将全年业绩当增量

经过更正，金种子酒公告称，预计

2018年实现净利润1.06亿元到1.12亿元，

同比增长1194%到1268%，扣非后净利润

预计为-400万元到200万元。 相比于周

三晚间的首次预告，金种子酒前次并没

有给出2018年的预计净利润数据，而是

称预计2018年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加1.06亿元到1.12亿元”，因此净

利润的同比增速也提高到了1294%到

1368%。

对此前后数据的更正，金种子酒表

示，财务部门在提供数据时，由于疏忽

将2018年业绩预则数据作为了增加数

据，金种子酒的业绩增速“意外”增加了

一倍。 不过，昨日金种子酒预告业绩增

长受到市场认可，股价上涨2.79%。

Wind数据显示，金种子酒自2013年

以来业绩连续多年下降。 2012年，金种

子酒尚实现净利润5.61亿元， 到2017年

金种子酒的净利润就只有818.98万元。

截至去年前三季度，金种子酒的净利润

同比下滑67.38%， 仅实现净利润162.47

万元。 但四季度金种子酒收到原麻纺老

厂区土地及附属物的棚户区改造补偿

款9870万元，截至昨日已经到账7700万

元。 金种子酒的业绩因此得以扭亏为

盈， 不过扣非后金种子酒的净利润为-

400万元到200万元。

多家上市公司预告出错

除金种子酒外，“忙中出错”的上市

公司还有不少。 金鸿控股则因工作人员

疏忽将业绩预告中拟进行商誉减值的

子公司名称写错。 昨日中午，金鸿控股

披露2018年业绩预告，却在业绩亏损的

原因描述中将本来拟进行商誉减值的

子公司宽城金鸿写成了“只楚药业”。 5

个小时后， 金鸿控股发现自己的错误，

重新发布了更正公告。

记者注意到，只楚药业并非金鸿控

股的子公司， 而是福安药业的子公司。

上周五，福安药业公告业绩预告，也因

子公司的商誉减值计提预计全年业绩

巨亏3.6亿元，而商誉爆雷的正是只楚药

业。 据信息时报记者搜索，金鸿控股此

前公告中从未出现过“只楚药业”。

悦达投资的业绩预告出错是因为

将全年销售数据少写一个“0”。 据悦达

投资昨日的更正公告，悦达投资参股子

公司东方悦达起亚汽车公司全年销售

汽车“370002辆”，即37万辆，然而不到3

个小时前，业绩预盈公告中，悦达投资

则将子公司全年销售汽车的数量写成

“37002辆”，也就是3.7万辆。

科隆股份的业绩预告则是计算错

误，据昨日公司更正公告，科隆股份称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将净利润下降的幅

度算错。 根据公告，科隆股份前次预告

2018 年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303.27% ~

325.19%， 而更正后的净利润下降幅度

进一步扩大至502.27%~525.19%。

广汽集团将在韶关建汽车试验中心

广汽集团昨晚公告显示，公司审议通过了议案，同

意南方(

韶关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试验检测中心项目

的实施，项目占地面积约 8600 亩，总投资约 21.51 亿

元，分两期投入，其中，一期投资 17.24 亿元。

当天，广汽集团与广东韶关市、新丰县在广汽中心

签署合作备忘录，广汽集团与韶关市政府达成一致，计

划在韶关市新丰县建设以新能源、智能网联、无人驾驶

试验为特色的开放型、综合型的汽车试验中心(

暂定名

“南方

(

韶关

)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试验检测中心”

)。 该

中心将是中国首个以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驾驶

测试为特色的大型汽车试验场及公共服务平台。

中国平安再度增持华夏幸福

昨晚，华夏幸福公告披露，华夏控股以每股 24.597

元的价格，向中国平安旗下平安资管转让其持有的 1.7

亿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69%，股权转让价款

共计 42.03 亿元。 转让完成后， 中国平安持股比例由

19.56%增至 25.25%，仍位列第二大股东。

平安资管表示，增持华夏幸福，是对银保监会鼓励

保险资金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

极响应。

据中证网

金种子酒（

600199

）股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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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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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拟收购世界主要铯榴石矿山

信息时报讯

中矿资源昨日

公告透露， 为控制稀缺的铯矿资

源， 打破国外对高品质铯原料的

主导地位，降低经营风险，公司拟

出资 1.3亿美元收购 Cabot 及

Cabot G.B.旗下Tanco、CSF Inc 及

CSF Limited 100%股份。标的公司

拥有全世界储量巨大的铯榴石矿

山， 折合铯金属量约2.9万吨，且

开发成熟、稳定在产。

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全球铯

榴石资源主要集中于两大矿区，

其中 Bikita 矿区向美国雅宝以及

中矿资源提供原材料， 另一个矿

区则位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的伯尼

克湖矿区， 由标的公司控制开采

并自用。

中矿资源表示， 此次收购的

目的及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

先， 收购世界主要铯榴石矿山，可

以打破铯资源国外主导地位。 其

次，布局全产业链，充分发挥协同

效应。 公司子公司东鹏新材拥有

成熟的铯盐生产加工工艺以及充

足的铯盐产能， 是世界范围铯盐

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标的公

司拥有储量巨大的铯榴石矿山，并

伴有待开发的约300万吨矿石量的

锂辉石资源。第三，通过本次交易，

公司能够占有核心资源，成为集铯

矿开采、铯盐产品生产到铯盐产品

销售为一体的行业巨头。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财务数

据，2017年以及2018 年标的公司

合并营业收入分别约为4093万美

元以及4558万美元， 净利润分别

约为568万美元以及429万美元，

本次交易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

矿资源的盈利能力。

据中证网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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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晚间， 嘉凯城公布2018年

业绩预告。 公告显示，2018年公司

净亏损约为16亿元。 嘉凯城2017

年盈利达到19.87亿元， 为何仅仅

一年，2018年的利润同比减少了

180.49%？ 嘉凯城方面表示，因为

公司集中精力发展第二主业（院

线业务），从而加大了对房地产资

产的处置力度， 致使房地产业务

继续收缩。

公开资料显示， 嘉凯城在

2013年达到顶峰时期， 年收入有

112.48亿元，在当年A股房企中排

名第10位，营收水平超过阳光城、

泰禾集团等。 到2016年4月，恒大

地产发布公告，投入约36.09亿元，

从浙商集团、杭钢集团、国大集团

收购嘉凯城约9.52亿股股份，占

嘉凯城总股本的52.78%， 成为嘉

凯城控股股东。 随后恒大地产将

所持嘉凯城股份悉数转让其控股

股东凯隆置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许家印。 此后， 凯隆置业于

2018年下半年持续增持嘉凯城股

份，4次增持股份合计占总股本的

4%，持股比例提高至56.78%。

对于公司业绩的变化， 嘉凯

城表示为了集中精力布局影院等

第二产业，公司从2017年开始逐步

处置手上的房地产资产，比如陆续

挂牌转让了武汉巴登城项目、青岛

项目， 相关资产的体量也持续收

缩。而2017年公司在营收同比下滑

59.06%的情况下，净利润同比大增

398.39%， 主要是由于出售房地产

项目的非经常性收入。而2018年在

持续处置房地产项目的同时，对部

分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而此次

减值准备或是造成业绩“跳水”的

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梳理发现， 为了加速转

型和长远发展，嘉凯城在2018年7

月，宣布收购明星时代影院、艾美

影院等两大影院。与此同时，嘉凯

城积极推动存量资产整合，2018

年11月公告完成相关房产项目资

产包的挂牌转让， 其中包括杭州

嘉凯城滨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杭州名城博园置业有

限公司100%股权、 诸暨嘉凯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重

庆华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

股权、 张家港嘉凯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75%股权在内的5大资

产， 由杭州锦蓝置业有限公司以

3.55亿元总价买下。

有业内人士表示， 嘉凯城早

在2014年就已涉足城镇商业地产

领域， 对于商业运营管理及影院

管理业务有所了解， 此次直奔院

线行业， 或将成为恒大多元化背

景下的院线业务上市公司平台。

随着“去地产”现象在地产企业中

的频繁出现， 恒大地产近年来也

有意将自身的业务多元化。

嘉凯城加大力度收缩地产业务

公告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