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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财务造假、虚假记载和未及时披露信息

獐子岛董事长被罚终身禁入市场

2019.7.12��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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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罗晓彤 记

者 梁诗柳）

獐子岛昨日发布公告称，公

司因涉嫌财务造假、虚假记载和未及时

披露信息等情况，被证监会罚 60 万元，

而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则被采取终身

市场禁入措施。资料显示，自 2014 年 10

月开始，獐子岛先后三次以“扇贝跑路”

作为其业绩亏损的挡箭牌，而獐子岛也

于去年 2 月 9 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昨日，獐子岛发布收到证监会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告

知书明确指出了獐子岛涉嫌财务造假、

虚假记载和未及时披露信息情况三宗

罪。 为此，獐子岛被予以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被采取

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并处以 30 万元罚

款，其余涉案人员也根据情节严重程度

得到相应的处罚。

告知书显示， 獐子岛在 2016 年年

报中虚增利润 1.31 亿元， 而在 2017 年

年报中虚减利润 2.79 亿元， 追溯调整

后， 獐子岛 2016 年业绩由盈转亏，2017

年业绩仍为亏损。 记者梳理发现，加上

獐子岛此前披露的 2014 年与 2015 年的

业绩情况，獐子岛 2014 年～2017 年四年

的实际业绩均为亏损。 其中，2014 年与

2015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亏损 11.95 亿

与亏损 2.45 亿元。

此前，獐子岛曾三次将业绩亏损的

原因归之于“扇贝跑了”。 2014 年 10 月，

獐子岛突然下修业绩，称因北黄

海遭遇冷水团导致

2011 年与 2012 年底播撒的 148.66 万亩

海域亩产过低，虾夷扇贝绝收。 为此，獐

子岛 2014 年第三季度净利润降低了

7.63 亿元，而 2014 年全年巨亏 11.95 亿

元。 2018 年 1 月，獐子岛再度业绩变脸，

原因同样是因为“扇贝跑了”。 当时公告

称，由于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

异常， 獐子岛 2017 年预计实现净利润

由盈利 9 千万元至 1.1 亿元之间调减至

亏损 5.3 亿至 7.2 亿元。 对于虾夷扇贝

存货异常的原因， 獐子岛最终在 2017

年年报中以“海洋牧场遭受灾害”为由

做出了解释。 今年 4 月，獐子岛又上演

了扇贝“跑路”3.0 版本，在一季度报中，

以“底播虾夷扇贝受灾”为由来解释今

年一季度亏损的 4314.14 万元。

昨日，獐子岛开盘跌 7.31%，报 3.17

元， 盘中虽稍有回升， 但最终仍以跌

3.8%收盘，报收 3.29 元，全日成交额达

5113.07 万元，换手率为 2.25%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袁婵 记

者 梁诗柳）

一则董事会决议进一步

暴露了上市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矛

盾。7 月 10 日，文化长城公告称，董事

会决议否决了控股子公司翡翠教育 7

位原股东要求罢免公司董事长、实控

人及董秘的议案。

公告显示，公司合计持股 10.82%

的股东曾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罢免董事长蔡廷祥、副

董事长吴淡珠和董事长任峰。 提出罢

免的理由，主要是蔡廷祥与吴淡珠对

外相关债务到期未偿还。 据介绍，蔡

廷祥向贯世鼎诺借款 990 万元到期

未偿还，另外蔡廷祥和吴淡珠向华融

证券质押股份的借款 6.64 亿元也到

期未还。

对于上述股东的提议，文化长城

召开董事会予以否决。 董事会认为，

蔡廷祥与贯世鼎诺借款事项是否实

际发生尚待核实；蔡廷祥目前正与华

融证券就债务延期事项进行磋商。 与

此同时，吴淡珠表示，截止目前，其个

人不存在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

未清偿情形。 公告显示，被股东要求

罢免的蔡廷祥、吴淡珠及任锋均现场

参与了此次董事会，而共同参与决议

的 8 位董事中，朱利民、贠庆怀、周林

均等 3 位董事均投了弃权票。 记者注

意到，提出罢免议案的正是文化长城

控股子公司翡翠教育的原股东。 据

悉，2017 年文化长城以现金及发行股

份的方式，收购翡翠教育 100%股权。

文化长城与翡翠教育原股东的

矛盾，还得从上个月说起。 文化长城

曾在今年 6 月 18 日和 6 月 24 日对

外公告称，对子公司翡翠教育已经失

去控制。 不过对于是否失控，双方意

见不一。 文化长城认为翡翠教育的核

心管理层拒绝配合审计，导致会计事

务所对公司 2018 年报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报告。 翡翠教育则否认脱离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认为是上市公司

高管及委派的董事等管理员没有积

极履行职责。 除此之外，文化长城与

翡翠教育在股权转让款方面也产生

了纠纷。 据悉，文化长城曾承诺支付

给翡翠教育原股东的现金对价 7.53

亿元， 到目前为止还有 6.3 亿元未支

付。

信息时报讯

7 月 10 日晚间，

创业板公司吉药控股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修正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修

正集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药企之

一， 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18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 修

正集团 2017 年营收为 637.63 亿

元。 而吉药控股 2018 年营业收

入只有 9.42 亿元。

在这份仅有三页的公告中，

吉药控股并未透露太多内容 ，

仅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修正药 业 的股 东 结 构显

示， 通化修正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其 70%股权， 是公司最

大股东 ， 二股东是修正集团

“掌门人” 修涞贵 ， 二者合计

持有修正药业高达 99.518%股

权。 修涞贵持有通化修正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98%股权， 是修

正药业的实控人。

尽管吉药控股尚未披露任何

财务数据， 但根据全国工商联

2018 年 8 月份发布的 《2018 中

国民营企业 500 强》， 修正集团

2017 年以 637.73 亿元的收入位

列榜单第 89 位。 另据修正集团

官网信息， 修正集团 2017 年实

现产值 666 亿元， 利润 43 亿元，

上缴税金 10 亿元。

据介绍， 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 修正集团下辖 142 个子公

司， 有员工 10 万余人， 存量资

产 170 亿元， 拥有 24 种剂型，

医药、 保健品等品种 2000 余个，

其中独家品种 109 个， 销售过亿

品种 50 多个， 过 10 亿品种 20

余个， 集团每年科研经费 10 亿

元。

记者同时注意到， 修正集团

官网显示， 集团要在 10 年内力

争实现销售收入千亿元目标， 到

2030 年达到万亿元目标。

反观收购方吉药控股的财务

情况， 公司近几年来盈利能力稳

定，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 7 亿元和 9.42 亿元，

实现净利润 2.02 亿元和 2.17 亿

元， 与修正药业的营收规模似乎

不是一个级别。 而且， 尽管公司

净利润看似稳定增长， 但扣非净

利润却持续下跌 ，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为 9924 万元、 4517

万元， 同比分别下滑 26.71%和

54.49%。

虽然吉药控股欲收购的修正

集团资产范围尚未明确， 但收购

标的的资产和营收规模大概率将

大幅超越上市公司本身。

据上海证券报

吉药控股“蛇吞象”

欲收购修正药业

文化长城罢免董事长动议被否

●6

月

18

日，文化长城

回复深交所问询 ，称翡翠教

育核心管理层拒绝配合审

计，公司对其失去控制。

●6

月

24

日，文化长城

公告，称将翡翠教育从

2018

年合并会计报表中剥离。

●6

月

28

日，翡翠教育

原股东向法院申请将文化

长城持有的翡翠教育部分

股权进行财产保全。

●6

月

29

日，翡翠教育

原股东向董事会提议 ，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罢免文化长

城实控人董事长。

●7

月

10

日，文化长城

公告称董事会决议否决了

罢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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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贝成獐子岛业绩不佳挡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