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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亏 2359万引深交所问询

獐子岛扇贝又成“背锅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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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短线回落

等待大盘冲关

A

股三大股指昨日集体回落。 截

至收盘 ， 沪指下跌

0.41%

收于

3008

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分别下跌了

1.12%

和

1.26%

。由于此前市场出现了

连续反弹，所以昨日的回落可视为短

期的调整 ，只要交投维持活跃 ，则后

市仍可继续看好。

A

股昨日回调的原因，跟技术面

因素有关，因为

7

月份的阶段高点为

3048

点，而昨日最高冲至

3030

点，距

离前高仅一步之遥， 这种情况下，属

于关前蓄势之举。从昨日深成指和创

业板指跌幅明显大于沪指的情况看，

短线获利盘出局较为明显，因为在之

前的反弹中，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涨幅

明显大于沪指。

如果昨日的回落只是关前蓄势

之举，那么近期就得关注主板个股的

走势。因为一般在较为重要的关口之

前，只有发动主板个股的力量，才可

能最终冲关成功。结合当下的政策面

情况，券商、家电、医药等板块值得关

注。 券商因为机构预期向好，所以可

能作为冲关的主力， 而家电和医药，

则是因为这些板块都是促销费政策

出台后的受益板块，更有可能受到机

构资金的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大盘冲关需要有

主板个股发力，但具体到个股的操作

上，则完全可以抛开大盘。 关键在于

选股时要精选行业前景向好的个股。

比如在二季度大盘调整期间，泰格医

药、通策医疗等具备创新药概念的个

股照样迭创新高，这就说明在当前的

市场环境下，精选个股比猜测大盘走

向更加重要。

对于如何精选个股，有几个要素

需要充分考虑。一是个股所处行业的

前景如何，二是公司的产品在核心技

术上是否具备无可替代性，三是当前

的市盈率水平是否处在合理区间。如

果所选的个股符合上述特征，那么就

不妨将其纳入自选股，等待技术面配

合时寻机介入。

就当前而言，在行业的具体选择

上，依然应该将重点放在科技板块和

消费板块中 。 之所以看重这两大板

块，在于这两大板块都有强劲的政策

支撑，另外前者在“高质量发展”的路

途中必将获得长足发展，后者则具备

“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站在长期投

资的角度上，只要上述板块的个股市

盈率处于合理水平，同时业绩保持

5

个季度以上的增长 ， 就值得重点关

注。

中秋假期前 ， 预计股指仍将震

荡， 短线可关注沪指

3000

点一线的

支撑。 周伯恭

市场观察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扇贝跑了”“扇贝饿死了”“扇贝

又跑了”……獐子岛的“扇贝三部曲”

还在上演。今年上半年，獐子岛实现营

业收入 12.88 亿元， 利润却亏了 2359

万。 对于亏损的原因， 獐子岛再一次

“甩锅”给扇贝，这也引来深交所问询。

近日，深交所下发问询函，要求獐子岛

说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一

致的原因， 并说明报告期内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等

问题。 有分析人士表示，“扇贝跑路”很

难再次形成理由， 獐子岛出现这样的

问题， 肯定是内部管理出现了很大纰

漏。

獐子岛遭深交所 14问

曾因“扇贝跑路”而闻名 A 股市场

的獐子岛，今年上半年业绩再受“扇贝

影响”。9 月 9 日，深交所向獐子岛下发

2019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要求后者说

明为应对虾夷贝灾害所采取的有效应

对措施， 并详细论证虾夷贝灾害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等等。

信息时报记者梳理发现， 獐子岛

在今年 8 月 23 日披露的半年度报告

显示，2019 年上半年，獐子岛实现营业

收入 12.88 亿元， 同比减少 8.53%；净

利润亏损 2358.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261.06%。 至于亏损原因，“背锅”的

还是扇贝。

獐子岛在 2019 半年报中称， 受

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灾害影响， 以及全

球经济增速放缓、 市场环境持续低迷

的制约， 公司运营负荷较重。 报告期

内 ， 獐 子 岛 扇 贝 收 入 同 比 减 少

43.98%、 成本减少 35.90%。 獐子岛解

释称， “主要原因为海洋牧场底播虾

夷扇贝资源量下降， 活鲜品销售收入

及成本下降。”

记者查阅半年报发现，2019 上半

年，獐子岛的产品虾夷扇贝、海参、鲍

鱼、 海螺、 海胆及其他分别贡献营收

1.19 亿元、1.01 亿元、8608 万元、4344

万元、1480 万元和 9.25 亿元， 同比变

化分别为-43.98%、23.14%、19.98%、-

2.71%、84.18%和-6.64%。

“报告期内虾夷扇贝盈利能力下

降带动整体盈利水平下降。 ” 獐子岛

称，海洋牧场遭遇两次重大灾害后，公

司围绕转型升级和布局重构， 不断加

大海螺、海参、鲍鱼、海胆等资源的养

护开发，“填补虾夷扇贝产量下降导致

的利润缺口。 ” 对此，深交所向獐子岛

提出了“14 问”，其中要求獐子岛补充

说明为应对虾夷贝灾害所采取的有效

应对措施， 并详细论证虾夷贝灾害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5年内扇贝数次“背锅”

天眼查显示， 獐子岛总部位于辽

宁省大连市，以养殖虾夷扇贝闻名。 记

者梳理发现， 这并不是獐子岛第一次

将业绩亏损“甩锅”扇贝了。 近年来，獐

子岛曾多次引来市场关注， 原因都与

“扇贝跑路”有关。

2014 年 10 月，獐子岛的扇贝“突

然跑了”，震惊 A 股市场。当时，獐子岛

称， 因北黄海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冷水

团，造成扇贝绝收。 受此影响，獐子岛

2014 年巨亏 11.89 亿元。

到了 2018 年 1 月，獐子岛的扇贝

不跑路了，却被“饿死了”。 当月，獐子

岛发公告称：“由于海洋牧场遭受重大

灾害，扇贝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日益消

瘦，品质也越来越差，甚至出现大规模

死亡。 ”于是，獐子岛 2017 年业绩大变

脸，由之前预测的盈利近 1 亿元，变成

了亏损 7.23 亿元。

而此次“扇贝饿死”事件也引起了

监管部门的关注。2018 年 2 月 9 日，獐

子岛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因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证监

会立案调查。

到 2019 年发布 2018 年年报的时

候， 獐子岛的账面好看多了。 年报显

示，2018 年，獐子岛实现营收 27.98 亿

元， 同比下降 12.72% ， 净利润为

3210.92 万元， 同比增加 104.44%。 然

而，今年一季度，獐子岛的业绩又将其

打回原形。 其一季度亏损 4314 万元，

同比下滑 379.43%。 这次的原因又是

“虾夷扇贝受灾，导致产量及销量大幅

下滑。 ”

扇贝频繁“跑路”，这是否合乎常

识？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接受

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般如果

没有出现地震、海啸等大的自然灾害，

扇贝跑掉的几率是不高的。“扇贝跑

路”很难再次成为理由，消费者、投资

者和市场对此都心知肚明。“獐子岛出

现这样的问题， 肯定是内部管理出现

了很大纰漏， 只是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罢了。 ”

今年 7 月 9 日， 证监会历时一年

多的调查有了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扇

贝很“无辜”。 据证监会今年 7 月出具

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因涉嫌财务造假、内部控制存在

重大缺陷、信披不及时等，证监会拟对

獐子岛及其董事长吴厚刚等 24 名责

任人， 作出行政处罚并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多次出售资产降低负债率

记者梳理发现， 獐子岛目前已陷

入债务困境。 截至今年上半年，獐子岛

流动资产为 18.64 亿元，但流动负债合

计 27.01 亿元。 半年报显示，其短期借

款金额为 17.41 亿元，而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达 5.42 亿元。另外，獐子岛

还有长期借款 3.92 亿元。 而在收入端

方面， 今年一季度亏损金额比去年全

年净利润还多。

记者注意到， 獐子岛近期也在着

手出售公司资产。 今年 8 月 30 日，獐

子岛就发公告称， 公司拟向亚渔食品

出售新中海产 100%股权和新中日本

90%股权， 本次交易价格为 2.345 亿

元。 而在这之前，獐子岛就已多次出售

公司资产。

“我们一般不特别建议普通投资

者在农林牧渔方面上投资， 因为这对

投资者在财务上面的要求较高， 出现

的事情也较多， 比如我们无法判断这

块田/水池里面有多少产品。 ”上海迈

柯荣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

阳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 獐子岛接二

连三地出事， 要么是借此来掩盖出现

的财务状况， 要么是因为管理不善导

致问题频出。

●2014

年

10

月

11

日 獐子岛的扇贝

“突然跑了”，震惊整个

A

股市场。 獐子岛公

告称，因北黄海遭到几十年一遇的异常冷水

团，扇贝绝收。

●2018

年

1

月

6

日 獐子岛 “扇贝饿

死 ”， 称因饥饿出现大规模死

亡。

●2019

年

4

月

5

日 獐

子岛一季度亏损

4314

万元，理

由又是“扇贝跑路”。

●2019

年

7

月

10

日 獐

子岛被证监会罚

60

万，董事长

吴厚刚终身市场禁入。

獐子岛事件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