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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实控人被刑拘

失联一个多月首次披露公告，公司一季度业绩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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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

2033 及养老目标日期 2038 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代码分别为 006859、006860）

正式成立。 这是继去年底成立的汇诚

养老目标日期 2043（代码：006292）之

后，易方达旗下再度正式推出的养老目

标基金。

易方达是首批上报养老目标基金

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 早在 2018 年 4

月便上报了四只养老目标基金。 其中，

汇诚养老系列的三只目标日期策略基

金将随目标日期的临近逐步调整权益

和非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以此匹配

个人投资者随着年龄增长风险承受能

力逐渐下降的特征。三只基金分别针对

退休日期在 2033、2038、2043 年附近的

人群，形成了连续且较为丰富的目标日

期系列产品线，可以覆盖较大比例的具

有养老理财需求的投资者，为投资者提

供便捷的一站式养老服务。另外一只稳

健目标风险基金亦已获批，有望在年内

发行。

易方达基金是国内资产管理机构

少数几家拥有全国社保、 企业年金和

基本养老金投资管理“全牌照” 的公

司，具有丰富的养老金投资管理经验。

易方达养老目标基金由易方达基金多

资产投资部负责投资管理， 该团队人

员来自国内外高级投资机构， 平均从

业年限超过 11 年。 其中， 易方达为养

老目标系列产品配备的基金经理均有

10 年以上的资产配置或 FOF 投资管理

经验。 同时，易方达还自主打造了行业

领先的投资流程，包括投资管理系统、

研究系统、投研办公系统在内的 3 大系

统和 40 多个功能模块， 以此为养老型

基金投资者长期、稳健的资产增值保驾

护航。

易方达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高度

重视养老金投资管理业务 ,将其作为公

司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跟踪

政策动态 ,全面部署。 在持续完善产品

线的同时，易方达还推出“易养老”品

牌，通过全方位整合公司资源，为不同

类型的养老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养老

解决方案； 并与中证指数公司合作开

发中证易方达财富基金指数， 为投资

者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及养老基金业绩

基准。

公开资料显示，易方达与中证指数

公司合作开发的中证易方达财富养老

目标日期 2030、2040、2050、2060 基金指

数以及养老目标中低风险基金指数、中

等风险基金指数等六个基金指数将于

5 月 24 日正式发布。 上述六个基金指

数不仅可以作为养老目标指数基金的

标的指数，也可以作为养老目标基金的

业绩比较基准，将为后续养老目标基金

的开发及存续养老目标基金的分析评

价奠定良好基础。

打造“易养老”品牌 易方达持续布局养老系列产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见习记

者 李雪怡）

公司实控人王悦失联多天

后， 恺英网络昨日终于披露了其行踪。

恺英网络发布公告称，王悦因涉嫌操纵

证券市场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其股份已全部质押且被冻结。 在王悦失

联期间，公司副总经理冯显超因涉嫌个

人经济犯罪而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公司

股东及高层状况频出的背景之下，恺英

网络2019年第一季度报显示，归母净利

润为8839.22万元，同比下降64.15%。

公司股东频被调查

昨日，恺英网络发布公告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悦因涉嫌操纵

证券市场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不过，恺英网络强调，王悦目前没有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被拘留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运营。

早在3月28日， 恺英网络就无法与

王悦取得联系， 并于3月30日公布与王

悦失联的消息。 在王悦失联期间，恺英

网络4月23日的公告称， 恺英网络的副

总经理冯显超因涉嫌个人经济犯罪而

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此外，在4月18日，恺英网络现任董

事长金峰被传涉嫌操纵股价、 内幕交

易。 对此，金峰发布声明表示自己从未

有过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之行为。

除了被指涉嫌犯罪，王悦和冯显超

还面临手中股票被冻结的情况。 据公

告， 王悦是恺英网络的第一大股东，其

持有的4.62亿股恺英网络股票目前都已

被冻结，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44%。 作

为恺英网络的第二大股东兼副总经理，

冯显超持有公司股票2.60亿股，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2.10%。 据恺英网络4月30

日发布的公告，冯显超所持本公司股票

累计被冻结1.71亿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65.72%。

一季度业绩惨淡

在披露实际控制人王悦失联的消

息后，恺英网络在4月1日就收到深交所

的问询函，被要求说明公司目前业务开

展状况、 王悦失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以及公司控制权是否会发生变更等。 副

总经理冯显超被传涉嫌个人经济犯罪

后， 深交所再次给恺英网络下发问询

函。 恺英网络回复称，目前还无法确认

公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更或存在控制

权变更的风险，但冯显超接受公安机关

调查并不会影响公司运营，其负责的工

作将转交给总经理陈永聪。

公司实控人、副总经理先后传出负

面消息，而恺英网络昨日公布的2019年

一季报也并不是那么好看。 报告显示，

恺英网络归母净利润为8839.22万元，同

比下降64.15%。 其实，恺英网络业绩下

滑在2018年年报中就已体现，据年报数

据，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2.83

亿元，同比减少27.13%，归母净利润为

1.74亿元，同比下降89.17%。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慧）

近日白

酒龙头股贵州茅台股价持续下挫， 从 4

月 24 日创下历史新高 990 元， 跌至昨

日收盘 890 元，创 1 个月新低。

记者留意到，当贵州茅台股价站上

990 元高位时，多家券商对其发出买入、

强烈推荐评级，并上调其目标价，部分

目标价已破千元。 但国际投行博恩斯坦

却将贵州茅台 评级从“跑赢大盘”下调

至“符合市场表现”，目标股价也从 1089

元下调至 916 元。 博恩斯坦给出的理由

是， 集团的新销售公司可能损害其收

入。

据了解，5 月 5 日，贵州茅台母公司

茅台集团成立贵州茅台集团营销有限

公司，该公司为集团全资子公司。 新成

立的集团营销公司将重在“用好增量、

管好存量、加强管控、统筹市场”，与社

会渠道实现错位发展，与原有营销体系

互为补充， 共同构建顺应新时代形式、

契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营销体系。

茅台集团成立营销子公司引发资

本市场广泛关注，关注点在于集团营销

公司 100%集团控股下， 是否将全盘直

销经营上市公司去年至今年削减经销

商留出来的茅台酒配额。 酒水分析师蔡

学飞认为， 茅台加强直销体系建设，从

传统渠道角度来说，确实是在挤压原有

渠道商的获利空间，但茅台作为中国最

强势的消费品牌之一，对于渠道依赖度

较低。“其成立营销公司的目的确实是

完善直销体系，缩短销售渠道，打击市

场畸形价格体系，维持产品价格稳定的

目的，给市场降温。 这符合中国酒类消

费渠道扁平化与直销化的大趋势”。

据茅台集团营销公司介绍， 下一

步，该公司将重点针对团购、商超等终

端客户开展工作，实现与社会渠道错位

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见

习记者 李雪怡 ）

本周一，思特奇收

到一封关注函， 被要求说明三位持

股 5%以上股东多次发布“清仓式减

持”计划，却在减持期限届满时减持

比例不足 1%的原因。

在 2018 年 3 月 7 日和 2018 年

9 月 28 日，思特奇都曾发布过持股

5%以上的三位股东姚国宁、 马庆

选、史振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这两则公告显示， 三位股东在 6 个

月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以及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股

份，且不超过本人持股的 100%。

前述第一次减持计划到期时，

姚国宁、马庆选、史振生各自减持比

例分别为 0.57%、0.14%、0.15%。前述

第二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时， 三位

股东的减持比例分别为 0.92% 、

0.95%、0.95%。 这两次减持期间，姚

国宁、马庆选、史振生各自减持的股

份占总股本比例均不足 1%，相比之

前所说的减持不超过本人持股的

100%，有很大的差距。

前面提及的第二次减持计划截

止日为今年 4 月 26 日，然而没过几

天， 思特奇在 5 月 1 日再次公布股

东马庆选、史振生的减持计划，与之

前一样，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

持股的 100%。

马庆选、史振生、姚国宁均在思

特奇十大股东名单之中， 目前持股

比例分别为 6.04%、5.38%、5.00%。思

特奇多次披露这三位股东的“清仓

式减持”计划，引发市场的关注。 本

周一， 思特奇收到创业板公司关注

函， 被要求说明三位股东多次公布

“清仓式减持”计划却实际减持少量

股份的原因， 以及三位股东是否对

公司的经营状况存疑。此外，思特奇

还被询问是否存在误导或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思特奇频发

减持公告引关注

●2019

年

3

月

30

日，恺英网络公告实

际控制人王悦失联。

●2019

年

4

月

1

日，恺英网络收到关注

函，被要求说明公司尚未能够了解王悦失

联的具体原因及控制权变更的风险等。

●2019

年

4

月

18

日，恺英网络董事长

金峰被传涉嫌操纵股价、内幕交易。

●2019

年

4

月

23

日，恺英网络公告称

副总经理冯显超因涉嫌个人经济犯罪接

受公安机关调查。

●2019

年

4

月

24

日，深交所下发问询

函， 要求恺英网络说明冯显超与公司业

务关联情况以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2019

年

5

月

7

日， 恺英网络发布公

告称， 公司实控人王悦因涉嫌操纵证券

市场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恺英网络状况频出

博恩斯坦下调茅台目标价

从1089元调至91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