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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亿元）

8.25

同比

-14.44%

归母净利润（亿元）

0.59

同比

-41.54%

益佰制药业绩情况

2018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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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在上一交易日大涨之后，

A

股三

大股指昨日悉数在盘中展开震荡 。

截至收盘 ， 沪指下跌了

0.56%

收于

2909

点，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分别

下跌了

0.92%

和

0.90%

。 板块个股方

面，两市呈现跌多涨少的格局，不过

涨停个股依然达到

63

只。

大涨一日之后即震荡回落 ，可

能又会令部分投资者心生忧虑。 不

过就技术面上而言， 后市延续反弹

的概率极大， 只是上涨的力度和高

度尚需进一步观察。 若是弱势反弹

格局， 则沪指可望冲上

3000

点整数

关口，而若是强势反弹，则后续很可

能由反弹演绎为反转， 由此掀起年

内的第二波上涨行情。

之所以作出上述相对乐观的判

断， 是因为沪指在创出调整新低后

本周二大幅反弹， 而这一反弹又是

在日线级别形成底背离的情况下出

现的。 通常情况下，日线底背离往往

对应着周线级别的反弹， 所以预计

反弹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当然，当前

虽然成交量有所放大，但尚未达到放量

的标准， 可见当前观望氛围仍然较浓。

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当前只能试探

性做多， 若后市量能达到

60

均量线

的水平，则可以加仓操作。

对于市场后续的反弹高度和强

度， 券商板块的表现将是很好的参

考标的。 与大盘同步，在沪指形成日

线底背离的时候， 券商板块也形成

了日线级别的底背离， 在周二市场

大幅反弹中，券商板块大涨逾

5%

，对

大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后市

若券商板块继续发力， 则有望带动

更多的板块上扬。

除了券商板块之外，锂电池 、人

脸识别、安防、

OLED

等等，也都相应

地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底背离。 这些

板块自

4

月份以来调整幅度较大，很

多已经处于超跌状态。 所以，在近期

的操作中， 这些板块中的个股可以

作为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对象。

目前沪深股指均已经站稳在

20

日均线之上 ， 技术面上呈向好之

势。 在资金面上， 近期北向资金由

5

月份的净流出转为净流入 ， 说明

当前的估值已经受到了外资的认

可 。 伴随着

A

股入富以及明晟指数

的不断扩围 ，

A

股还有望吸引更多

的外资入场。 与此同时， 当前政策

面上的利好也接踵而来， 尽管很多

利好落地尚需时间， 但至少在布局

上为长线资金指明了方向， 而这些

长线资金对于稳定大盘， 将起到很

好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 对于近期的市

场，可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周伯恭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雅菲

向上市公司出售自有房产不成，

益佰制药实控人又想出了签订虚假合

同套取上市公司资金的法子。 令人咋

舌的是， 这些资金竟被用来给实控人

购买家具。 昨日，益佰制药发布公告，

称因套取上市公司3294万，公司及实控

人等遭贵州证监局警示。 记者梳理发

现， 益佰制药实控人窦

啟

玲为贵州第

10大富豪， 去年底曾谋划溢价一倍以

1.6亿向上市公司出售房产， 遭上交所

问询后如意算盘落空。 而益佰制药在

向大股东疯狂“输血”的同时，自身财

务状况紧张且业绩低迷。

签虚假合同套取近3300万

昨日，益佰制药披露公告，称因通

过与第三方签订虚假工程合同或协

议，套取公司资金3294.87万元，其中套

取募集资金1749.07万元， 套取自有资

金1545.8万元。 为此，益佰制药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等高管遭贵州证监局警

示。

公告显示， 益佰制药套取的数千

万资金， 竟然只是为了给实控人买家

具。 根据贵州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 套取的资金被安排用于

购买家具、家装用品等，而收货地址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窦

啟

玲在北京和贵阳

的住所。

贵州证监局表示， 通过上述虚假

工程合同或协议，益佰制药2013年虚增

固定资产270.93万元、 虚增在建工程

1510.49万元，2014年虚增在建工程

1513.45万元， 导致公司2013年至2018

年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不真实， 决定对

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公告称，截至目前，实控人窦

啟

玲

已将被套用的资金全部归还上市公

司。 而根据益佰制药董秘许淼向媒体

透露：“此次被曝光事件发生在2013年

和2014年， 被套取的资金是在今年归

还，没有给中小股东造成损失。 未来公

司及相关人员也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贵州证监局的要求， 加强相

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提升规范

运作意识，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不断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 ”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 益佰制

药创建于1995年，于2004年在上交所上

市，主要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产品涉及镇咳类、抗肿瘤类、心血

管类等。 昨日，益佰制药低开低走，最

终收盘下跌3.67%报收4.99元， 总市值

为39.517亿元。

曾试图向上市公司出售自有房产

记者注意到， 公司实控人窦

啟

玲

还曾因为欲将名下6套房产溢价卖给

上市公司而引发关注， 益佰制药购买

房产也被贴上了“为大股东扶贫”的标

签。

2018年11月13日，益佰制药发布公

告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益佰投资拟出

资1.62亿元收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窦

啟

玲及一致行动人、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窦雅琪

（窦啟玲女

儿）

名下的6套房产。根据评估报告，这6

套房产均坐落于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

南路298号，建筑面积共计8220.15平方

米。 6套商品房的原始购买金额共计

7200万元，4套为2011年11月购买，2套

为2015年4月购买。 若按照1.62亿元价

格出售， 窦

啟

玲和窦雅琪获得收益为

9000万元。 对于此次交易，公司称是为

了满足投资新建骨科专科医院经营需

要。

在1.6亿收购公司实控人名下房产

方案出炉后， 市场质疑声四起。 要知

道， 当时益佰制药自身资金已经无法

偿还短期债务了， 却掏出巨资为实控

人“输血”。 此方案也让益佰制药被外

界贴上“扶贫”的标签，而上交所也立

即下发了问询函。 在外界的质疑和上

交所的关注下，2019年1月，益佰制药终

止了此次收购。 此后，窦

啟

玲、窦雅琪

向上市公司归还了1.14亿元首期购房

款。

实控人位列贵州富豪榜第10

那么这位向上市公司出售自有房

产不成，又因买家具而套取公司3294万

而被警示的究竟是什么人？根据2018福

布斯富豪榜数据，窦

啟

玲的财富值达28

亿元， 在贵州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第10

名，全国富豪榜单中排名第1530名。

记者在益佰制药官网看到， 窦

啟

玲是益佰制药的创始人之一， 目前担

任益佰制药董事长、 总经理， 其女窦

雅琪在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副总经

理。 窦

啟

玲持有益佰制药1.85亿股股

份， 持股比例为23.42%， 是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

这不禁让人觉得奇怪，窦

啟

玲身

家已如此高，且在公司也掌握了“话

事权”，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敛财？ 记者在梳理时发现，窦

啟

玲

的资金流并不如意， 其已将自己所

持有的 100%益佰制药股权进行质

押。 目前，针对质押给海通证券的股

份，窦

啟

玲已经连续两次延期，分别为

2018年11月17日和2018年12月21日。

Wind显示， 益佰制药股价最高峰为

2015年的36.56元， 如今跌至4.99元，累

计跌幅高达86%。

在这背后是益佰制药去年业绩的

断崖式大跌，2018年年报显示， 去年益

佰制药营收38.8亿元，同比略微增长了

1.98%； 但净利润却从2017年盈利3.87

亿元变成亏损7.25亿元；扣非净利润更

是由盈利3.37亿元变为亏损7.72亿元。

对于这份年报， 上交所于5月12日向公

司发出了问询函。 但截至目前，益佰制

药仍未作出相应解释， 并分别于5月22

日和29日发公告称将延期回复上交所

问询函。 今年一季度，益佰制药营收净

利润继续出现双降，分别下滑了14.44%

和41.54%。

身家28亿的女富豪套取公司3294万用于买家具

益佰制药实控人遭证监局警示

反弹有望延续

关注超跌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