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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营指标

年度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营收

（亿元）

81.20

88.55

101.57

112.18

121.17

营收同比

增长

(%)

-8.18

-12.81

-9.46

-7.42

-4.71

净利润

（亿元）

-3.55

-5.38

0.60

-4.74

-4.60

净利润

同比增长

(%)

34.07

-990.22

112.74

-3.09

-6441.48

扣非净利润

（亿元）

-3.77

-4.72

-0.99

-4.17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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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炒股失利“披星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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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深交所日前向山鼎

设计下发重组问询函，要求对相关披

露予以完善。

山鼎设计此前刚公告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

券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赛

普健身 80.35%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赛

普 3.23%股权。 赛普健身 80.35%股份

的交易价格暂定为 214699.65 万元，

北京赛普 3.23%股权交易价格暂定为

8806.45 万元。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5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及

普通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不超过 80000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山鼎设计将直

接持有赛普健身 80.35%股份，同时直

接及通过赛普健身间接控制北京赛

普 100%股权， 公司业务将新增健身

教练技术培训业务，进入成长空间更

为广阔的健身服务业。

本次问询函中， 深交所首先关

注到， 根据预案， 本次交易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预估基准日， 其中

赛普健身 100%股份的预估值为

267300 万 元 ， 预 估 增 值 率 达

1497.98%， 北京赛普 100%股权的预

估值为 273100 万元， 预估增值率达

1845.03%。 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

对标的资产预估值所采取的评估方

法， 并结合标的公司的历史经营情

况、 客户情况、 业务持续经营能力、

经营风险及其它相关因素， 对预估

值的公允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 说

明两家标的公司预估值较净资产出

现大幅溢价的原因。 并请资产评估

机构、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据上海证券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贤

丰控股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 昨日，

贤丰控股披露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贤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贤丰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全数冻结。 在此

之前， 深交所还根据贤丰控股 2018

年年报，对连续三年扣非净利润均为

负值、 短期借款大幅增加等 16 方面

发出问询。

根据公告，贤丰集团目前持有1.59

亿股公司股票， 占贤丰控股总股本的

14.03%， 目前这些股票已悉数被江苏

省高院、东莞市中院、深圳市中院轮候

冻结。 贤丰集团子公司广东贤丰持有

公司2.95亿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3%，也被多家法院轮候冻结。

对于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贤丰控

股表示， 主要系相关债权方在知悉贤

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天津高级人

民法院冻结后， 为确保其信贷资产能

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并按合同约定偿

还，从而进行的保护性诉讼。根据此前

的公告，贤丰集团在去年12月，与中国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下称“中国金租”）

产生债务纠纷， 中国金租除了已冻结

贤丰集团的银行账户外， 还冻结了贤

丰集团持有的贤丰控股的股份。

在回复深交所的问询函中，贤丰

控股表示，虽然贤丰集团的现金流量

较为紧张，对贤丰集团的日常经营造

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现有的生产经

营仍然维持正常状态。 不过，控股股

东的债务危机对贤丰控股自身已经

产生一定的影响。 贤丰控股坦言，银

行金融机构出于谨慎，目前公司的信

贷不顺畅。

除控股股东境况不佳外，贤丰控

股自身盈利情况也出现了问题。 根据

2018 年年报， 贤丰控股去年营收、净

利润集体出现下滑， 其中 2015 年～

2018 年，其扣非净利润均为负值。 为

此，贤丰控股还收到深交所的年报问

询函。 在问询函中，深交所围绕连续

三年扣非净利润均为负值、短期借款

大增、管理费用大增等 16 个方面，对

贤丰控股发出“灵魂质问”。 而在上月

底，贤丰控股还因基金投资信披不及

时，收到深交所的监管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由

于连续两年净利润出现亏损， 昨日，

老牌连锁零售企业人人乐开市复牌

正式“披星戴帽” 股票简称变身为

“*ST人乐”。 在2016年之前，人人乐也

曾因连续两年亏损被“ST”，最终靠着

出售物业扭亏脱帽。 而本次再度连续

两年亏损，不仅是因为主业销售业绩

不佳，还因为去年炒股失利。 业内人

士分析，由于线上销售未跟上行业步

伐， 加之毛利率产品搭配不合理，人

人乐的销售效率远低于大多数零售

企业，未来拥抱新零售或是其唯一的

出路。

投资青岛金王损失2.21亿

人人乐昨日披露了2018年年报，

显示其在去年实现营收81.31亿元，亏

损3.55亿元， 与上年同期亏损5.38亿

元来说，亏损幅度有所收窄。 但由于

累计两个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相关规定，人人乐的昨日开市复

牌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变

更为“*ST人乐”。

记者梳理发现，人人乐去年业绩

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其持有的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对公司的

利润也有较大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

2018年4月， 人人乐以23.2元/股认购

价格， 使用自有资金3.44亿元参与青

岛金王定增。 没想到的是，交易完成

不到两个月，青岛金王的股价便连续

下跌，从12元一路跌到不足5元。 截至

去年年末， 青岛金王股票收盘价为

4.87元，*ST人乐持有的股票价值，较

投资成本下跌64.13%。 为此，*ST人乐

计提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2.21亿元。

拥抱新零售或是其唯一出路

除了投资失利外，主业销售收入

不佳也是*ST人乐出现亏损的原因。

财报显示， 近5年来，*ST人乐扣非净

利润均为亏损。 虽然其2016年盈利，

摘掉了ST的帽子，但是是以出售物业

项目的方式扭亏。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行业专家张

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毛利

率偏低的日用品超市而言，一方面要

使营业额快速增长，同时还要增加自

有品牌的品类占比。 从人人乐2018年

财报看， 其去年实现81亿元的营业

额，对比150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坪

效为5400元， 远低于大多数零售企

业。 张健分析道，这反映了公司选品

出现问题、 毛利率产品搭配不合理，

毛利率较低的产品销售占比过大。 加

之直采产品占比不够，导致其利润绝

对值逐年下滑。 同时，线上销售占比

不够， 也是导致坪效过低的重要原

因。 根据年报，其去年主要通过自建

平台销售和第三方外卖平台进行线

上销售，实现营收1.34亿元，占总营业

收入的1.65%。

“比如盒马鲜生线上销售占比

60%，从而大大增加了门店坪效，也增

加了门店利润。 从以上困境来看，拥

抱新零售是其唯一的出路，例如增加

农副产品的源头直采降低成本。 把线

下改为体验店， 线上作为复购渠道，

在增加客户体验度的同时，增加线上

销售占比，从而增加坪效。 最后一点，

就是要在场景布局，品类选择，品牌

宣传等方面增加更多的社交属性，加

强粉丝粘性及快速传播。 ”张健表示。

形态解析

300069

金利华电

收盘价：

14.52

元

涨跌幅：

+1.75%

该股在去年 11 月 15 日创下

14.75 元高点，此后开始震荡回落。 今

年 3 月 5 日尝试向上突破， 但未能成

功再次进入震荡。本周二涨停后，昨日

再度试图冲击前期高点阻力， 但未能

站稳在平台之上。 可关注后市能否形

成有效突破。

平台突破意为股票价格突破前期

整理的平台， 是经常被用到的技术分

析手段之一。 这类股票在形成一个高

点后，开始展开长时间的整理，在大势

配合的情况下，若突破成功，则股价有

望打开上升空间。 不过这种形态如今

经常被主力所利用，导致假突破不绝。

所以对于缺乏基本面支撑的个股 ，不

宜单纯以这种形态作为操作依据。

（卢西）

形态选股：平台突破

603402

华脉科技

收盘价：

16.85

元

涨跌幅：

+2.68%

该股在去年 12 月 25 日创下

17.20 元高点后震荡回落，今年 2 月初

开始回升。在反复震荡之后，目前已经

形成头肩底形态。 4 月 10 日该股第一

次冲击高点阻力，但无功而返，昨日再

度上冲也告失败。 可关注近日能否站

上这一平台高点。

300299

富春股份

收盘价：

7.00

涨跌幅：

+10.06%

该股在今年1月11日创下6.71元这

一高点后股价开始回落，3月7日上涨至

该位附近受阻回落，而后继续震荡。 昨

日以涨停之势突破了这一高点平台。

后市可关注该平台能否形成支撑。

山鼎设计并购引深交所关注

贤丰控股大股东持股全被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