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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监

管层对上市公司增持保持警惕。 昨

日，*ST华业公告表示，包括董事长

在内的部分核心管理人员欲增持

公司股份。 不过，由于一年前高管

集体“爽约”增持计划，上交所旋即

下发问询函， 并要求*ST华业不得

再次误导投资者。 本月，延华智能

也因股东再度延长增持时间而收

到关注函。 同花顺数据显示，2018

年至今，上市公司共发出1478份重

要股东的增持计划。 就实施进度

看，近七成已经完成，另外437份仍

在进行中，部分公司重要股东的增持计

划已经逾期。

*ST华业再发增持计划

昨日，*ST华业在公告中表示，公司

董事长徐红、董事蔡惠丽、董事莘雷、财

务总监郭洋，以及公司部分核心管理人

员，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计划

欲拿出1000万~2000万的自有资金增持

公司股份。

但这份增持计划却随即引来上交

所的问询函，被追问增持计划的真实目

的。 原来，早在2018年6月，*ST华业曾披

露一份董高监的增持计划，彼时董事长

徐红等人也认为公司估值处于低估状

态，拟最少拿出1000万元，最多5000万

元增持公司股份。 然而增持计划期满

后，上述全部人员却均以“没钱”为由未

增持任何股份。

为此，在昨日的问询函中，上交所

要求*ST华业核实并披露前次增持计划

的真实目的，全部人员均未实施增持的

真实原因，是否存在故意利用增持计划

炒作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动机。 鉴

于两次增持计划的目的一致，上交所还

要求*ST华业说明本次增持计划的考虑

和真实目的、 增持主体的资金来源等。

同时， 上交所提醒*ST华业不得再次误

导投资者。

此前，延华智能也因股东再度延长

增持计划期限，而收到关注函。

97份增持计划已经逾期

同花顺数据显示，2018年至今，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共发出1478份增持计

划。 就实施进度看，其中997份已完成，

占比近七成。 另外，有44份因各种原因

停止实施，437份仍在进行中。

不少公司重要股东的增持行动可

以说是“龟速”。 以新开源为例，2018年1

月底，遭遇连续跌停的新开源披露了一

则增持公告，称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公司董事长、实控人等4人将

拿出5000万~1.5亿元的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 在未来一年内择机增持公

司股份。 不过， 截至2018年12月20

日，4人仅仅增持了19.23万股， 金额

为480.03万元，董事长方华生甚至一

股未增。 大概知道按时完成增持比

较困难， 新开源几位高管又表示延

长增持期限至今年的7月16日。 然

而，今年以来，新开源并没有发布新

的增持进展公告。

部分公司增持计划甚至已经逾

期却仍没有完成。 同花顺数据显示，

在进度保持在“进行中”的437份增

持计划中，涉及*ST节能、亚邦股份、金

刚玻璃等公司实控人、高管的97份增持

计划已经逾期。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杨德龙

表示， 上市公司发出的增持公告， 肯

定是有计划的， 但是部分公司爽约或

者增持动作缓慢， 都会给投资者一个

信心的打击。 监管层对上市公司下发

问询函监督上市公司履约， 是正常的

监管要求， 对上市公司造成一定约束，

避免上市公司拿大股东增持的噱头炒

作股价。 对投资者来说， 不能因为上

市公司有增持的计划就去炒作， 做有

良好基本面公司的股东， 是现在投资

的主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昨日，

唯品会披露了未经审计的2019年一季

度财务报告，净营收213亿元，同比增长

7.3%。 而继上季度首次披露平台成交量

后， 一季度唯品会的平台成交量达338

亿元。

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14%

财报显示， 按照通用会计准则，唯

品会归属股东净利润为8.723亿元，同比

增长64.7%； 毛利润44亿元， 同比增长

8.7%。 唯品会聚焦品牌特卖以来，盈利

能力不断走强，不仅保持了连续26个季

度盈利，毛利润、净利润增速也同样得

到扭转，财报基本面数据呈现趋势性向

好。

一季度，唯品会总订单数为1.165亿

单，比去年同期9020万单增长29%；总活

跃用户数达2970万人，同比增长14%。截

至3月31日，唯品会超级VIP会员数量已

达320万。

“本季度， 我们的活跃客户总数同

比增长14%， 这是现有客户忠诚度提高

和新客户数量加速增长的结果。 ”唯品

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亚表示，“我

们通过专注于折扣零售渠道和成功执

行营销策略， 取得了这些坚实的成果。

今后，我们将继续扩大折扣服装市场份

额，进一步巩固在中国的领先地位。 ”

唯品会首席财务官杨东皓表示：

“一季度，我们取得了强劲的财务业绩，

得益于良好的营收增长和净利润的同

比提高。 由于对服装类别的重视、低利

润产品向市场平台的转变以及对折扣

零售模式的关注，唯品会盈利能力开始

提高。 我们致力于不断提升股东回报，

同时推动营收和净利润的可持续增

长。 ”

聚焦服饰穿戴核心品类

回归特卖战略以来，唯品会业绩表

现持续稳健向好。 今年一季度，服饰穿

戴品类继续加持对平台成交量的贡献，

占比超50%，同比增长16%。 这一转向主

要归因于唯品会对服饰穿戴核心品类

的专注。 一季度，唯品会对标品占比进

行了调整，将部分标品从自营转移到第

三方平台，此举不仅有效提高了盈利能

力，同时能优化品类结构，构建更为健

康的业务生态，以谋求长远稳健发展。

特卖作为一种非常具备生命力的

商业模式，在国内消费语境中经常被单

纯理解为“清仓”“打折”，唯品会提倡的

“新价值特卖”， 既非传统的大甩卖模

式， 也有别于一般商品的纯低价促销，

所谓“特卖”，就是在特别的时间，将特

别的货品以特别的价格卖出。 作为一家

自营服饰穿戴类平台，以“品牌特卖”作

为商业模式，这就需要强大的供应链管

理和库存管理能力，对服饰穿戴品类货

品的把控能力是唯品会区别于其他平

台的核心优势。

2018年下半年以来，唯品会通过特

卖升级， 从过去平台化的流量分发尝

试，回归到更多关注“好货”本身，通过

品牌结构和商品结构的优化，从运营驱

动回归好货驱动，以货找人，实现了活

跃用户的逆势增长和业绩的企稳回升。

同时，作为在服饰穿戴领域具备控

货能力的零售商，除了为品牌方提供连

贯的商品生命周期库存解决方案外，唯

品会还在上游影响供应链，为品牌提供

清晰的差异化定位， 打破品牌在区域、

城市线级、 既有人群等方面的销售限

制，实现市场需求的全域覆盖，帮助其

找到传统模式外的第二条增长曲线。

立足零售精研经营基本面

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与持续的高增

速，从不是评判一门生意好坏的绝对标

准。 在当前消费大环境下，中国互联网

也已进入了下半场，唯品会认为回归商

业本质，追求有质量、可持续的健康增

长尤为关键。

唯品会作为零售电商，将经营重点

放到商业场景的基本要素：人、货、场，

尤其聚焦“货”的把控，通过“以货建场”

“以货找人”重构人货场之间的新关系，

通过做“货”的专家生意，深耕服饰穿戴

品类， 发挥固有领域优势和专业能力，

以好货驱动唯品会实现新的价值增长。

“强调商业本质， 回归经营的基本

面其实更有价值和意义。 ”唯品会首席

财务官杨东皓表示，“相比单纯的规模

扩张，我们更关注有质量的增长。 ”

今年2月，德勤发布《2019全球零售

力量》报告，评选出全球零售商250强，

中国有14家零售企业上榜，唯品会在进

入榜单百强的同时，也在全球50大增长

最快零售商排名中位居第二。 近期道琼

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评估显示， 唯品会

“客户关系管理” 指数荣获零售行业全

球 最 佳 ， 并 且 成 功 入 选《Robe－

coSAM2019年可持续发展年鉴》。

唯品会从“用户” 和“品质” 两

端精研零售专家生意。 为契合深度用

户需求， 深化布局零售会员体系， 超

级 VIP 付费会员在会员权益感知、 品

牌好货与渠道上与平台保持紧密、 友

好关系 ， 这有利于挖掘消费者对于

“货” 品质的追求； 同时全渠道特卖体

系符合用户信息获取与消费习惯， 有

助于渗透更多活跃人数、 提高用户使

用深度， 从而实现用户的高留存、 高

复购、 高转化、 高产出。

*ST华业被提醒不得“忽悠”投资者

97份增持计划已经逾期

唯品会一季度净营收突破213亿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