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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行业遇冷，
大康业绩变脸

去年三季报预计当年盈利，
26 日则称全年亏损；
董事长称，未来两年业绩会出人意料
本报记者陈海钧 长沙报道
26 日，蛇年首只湘股黑天鹅诞生：由于
业绩骤然“变脸”，大康牧业大跌 9.09%，在
当天湘股中跌幅第一。
机构人士分析，公司近年收购项目此
次的合并报表，应是导致亏损的主因，而造
成股价暴跌另一重要因素则是心理层面
的，主要是“超预期”，
所以反应激烈。

收购项目
“并表”
，
亏损1700万
26 日，大康牧业发布 2012 年业绩快报：
全 年 实 现 营 业 总 收 入 6.79 亿 ，同 比 大 增
40.0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1734.91 万元，同比下降 130.45%；基本
每股收益-0.07 元，去年同期则为 0.23 元。
上述消息对投资者而言无疑非常突
然，其原因就在于大康牧业曾在 2012 年三
季 报 中 预 告 2012 年 全 年 盈 利 2278 万 —
3988 万元，之后始终没有更改预测，直到 26
日发布快报的同时才作出修正。修正公告
中表示，公司预计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500 万—2000 万。
对 2012 年业绩亏损的原因，大康牧业
解释称，为了加强环保治理，环保部门对养
殖场的粪污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
公司在 2012 年第四季度加大了养殖场的粪
污水治理投入，对养殖场的排污设备进行
了修缮，维修费用计入当期费用。
此外，2012 年第四季度，湖南西部地区
持续冻雨和冰灾，致使四季度生猪养殖周
期延长和造成部分损失，对生产成本进行

了相应的调整；2012 年第四季度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和孙公司亏损扩大，使得
前期预计出现偏差。

湘电股份：
直冲涨停
2 月 26 日早盘，湘电股份放量直冲涨
停。湖南博沣资产的研究总监刘颖指出，
近日有媒体公布了湘电股份一份产业指导
目录，其中增加了海上风电研发项目，对公
司产品线是一个丰富，有一定利好效应。
不过，刘颖提醒投资者注意追涨风险，
“风
电行业目前基本面仍不乐观”
。

尔康制药：
增长有望加速

沪指失守2300

整合后，
并购项目将释放效益
“大康牧业相当多的项目都是在 2011
年和 2012 年才完成并购，这些项目并表后，
肯定会对当期业绩带来冲击。”方正证券
研究员陈光尧认为，在并购项目产能没有
完全释放的情况下，大康牧业出现业绩亏
损并不意外。
2012 年，对生猪养殖业的 A 股上市公
司而言，可谓是哀鸿遍野。A 股市场生猪养
殖四“剑客”——雏鹰农牧、罗牛山、新五
丰、大康牧业无一例外地警示 2012 年净利
润大幅下滑。
“目前，随着猪价迅速下跌，自繁自养
头均盈利已经进入亏损区间，猪周期的底
部 亏 损 区 域 的 时 间 跨 度 ，一 般 在 3-6 个
月。”国泰君安行业分析师孙建平表示，后
市如没有重大政策及疫情的发生，本轮猪
周期的亏损底部或将正式确认。就在蛇年
春节之前，
国内生猪价格已有所回升。
大康牧业董事长陈黎明 26 日也公开表
示：
“虽然 2012 年业绩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但
我相信，
在未来两年，
通过对收购标的的有效
整合，
公司业绩肯定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

［异动股］

据新华社电 前一交易日的
短暂企稳，
未能改变蛇年新春以来
A 股的弱势格局。26 日沪深股指
冲高回落，尾盘再现“跳水”，沪指
最终失守2300点整数位。
当日沪指收报 2293.34 点，跌
1.40％；深成指连续第四个交易日
收跌，收报 9208.03 点，跌 1.44％。
值得注意的是，在股指回调
的同时，沪深两市一改近日成交
萎缩态势，分别实现 1059 亿元和
1008 亿 元 的 交 易 量 ，总 量 接 近
2100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放
大。
图/IC

大股东为方正证券收购信托作保
若未来三年东亚信托利润不达标，
方正集团将以现金补偿
本报长沙讯 26 日下午，
方正证券在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斥资
28.55亿收购方正东亚信托70%股权的议案。
据资产评估报告预计：方正东亚信托
未来三年的净利润将分别达 5.49 亿元、
6.53 亿元及 7.04 亿元。若当年实际利润
不足预测数字，不足部分将由北大方正集
团以税后现金的方式向公司按照股权比
例提供违约补偿以补足差额。
公司董事长雷杰承诺，完成收购后将
充分发挥证券公司与信托公司的协同效
应，如方正证券可为方正东亚信托代销信
托产品，而方正东亚信托可为公司经纪业
务和投行业务推荐高端客户。其中，湖南
将成为公司信托业务拓展重要区域。
公司新任总裁何其聪称：
“ 方正东亚

收购完成后，
方正东亚信托
将正式成为方正证券控股子公
司，
方正证券将成为国内首家成
功控股信托公司的券商。

信托 2012 年帮湖北融资 200 多亿，今后肯
定会将重点向湖南倾斜。”
“下半年，
监管层或会放开券商牌照限
制，
新设券商将可能大规模出现。
”
雷杰还透
露，
“网络经纪券商的放开，
则会是在两三年
后，
否则对现有一些券商冲击太大。
”
近期圈内纷传，
2013年两会之后，
券商
的一些业务门槛就会降低甚至取消，监管
层将会放开券商牌照。从监管层透露出来
的信息来看，以往存在着诸多门槛的一些
业务将几乎对全行业放开，这对券商行业
的冲击将是巨大的。经纪业务这一传统上
占券商收入大头的盈利模式之所以能够
“旱涝保收”
依靠的是垄断。新规定将取消
饱和区域、
放开营业部审批等，
所有券商均
可自由开设营业网点。
记者陈海钧

股价跌停，
ST天一
“躺着中枪”
本报长沙讯 26 日，ST 天一大幅下
挫，最终被封死跌停板，收报 7.51 元，当天
跌幅在湘股中排名第二。有网友戏称，
“天一，你摊上事了，你摊上大事了！”
ST 天一跌停果真是如网友所说的
“躺着中枪”
么？未必。
22日，
ST天一发布《非公开发行项目进
展情况公告》称，
重组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
去年 4 月 10 日，ST 天一董事会通过
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向十名特定对
象增发募资 25 亿元，资金将用于收购东
宁县大向东矿业有限公司（简称大向东矿
业）100%的股权。如果增发一事能够顺利
实施，
ST天一将摇身一变成矿业股。
但好事多磨，如今大向东矿业的股权
归属陷入了纠纷。
今年 1 月 26 日，
ST 天一收到大向东矿
业来函，被告知大向东矿业于 1 月 23 日收
到《民事起诉状》：
黑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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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广告、发行三线合一

查七○二队要求确认其持有大向东矿业
30%股份。2月28日，
该案将开庭审理。ST
天一公告称，
这一诉讼事件
“对公司非公开
发行项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影响”
。
ST 天一还称，近日收到大向东矿业
原股东高雪东来函，
“ 本人已将大向东矿
业 100%股权转让给广东贤丰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并且广东贤丰矿业承诺：将继续
履行和 ST 天一的收购协议。
但这一转让未必能完全绕开诉讼事
项的影响，更可怕的是，万一重组黄了，留
给 ST 天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月 25 日，ST 天一发布业绩预告称，
2012 年公司预计亏损约 5500 万元，这已
经是公司连续第二年亏损了。如果没有
重组这针强心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等
待 ST 天一的结局就是退市。
在大向东矿业股权纠纷没有定论之
前，
ST天一的下跌并不奇怪。 记者唐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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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
尔康制药涨 2.15%报收 20.89
元。国泰君安称，药用辅料行业的行业标
准升级是公司 2013 年后业绩全面加速的引
擎。2013 年将是各省医保招标大年，公司
产品磺苄西林钠增长有望全面加速。给予
目标价25元，
给予增持评级。
记者陈强

步步高：

净利逆市增长3成
本报长沙讯 步步高 2012 年度业绩
快报 26 日晚间出炉，在零售业整体表现低
迷的情况下，公司业绩增长明显，超市、百
货发展稳健，自有物业成本降低，
“多业态”
模式发展迅速。
201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06 亿，
同比增长 18.56%，主要原因系公司新开门
店的增加及门店较好的内生增长。2012
年步步高新开门店 16 家，实现湖南省十四
个市州定点全覆盖。
2012 年步步高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43 亿，同比增长 31.84%，
每股收益为 1.27 元。
“城市生活广场等新生业态的内生增长
能力十分强劲，
未来将成为业绩增长的新动
力。
”
步步高董事长王填称。
记者陈海钧

南岭民爆：

去年净利下降18%
本报长沙讯 26 日晚间，南岭民爆发
布公告称，公司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64 亿元，同比（调整后）下降 2.8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亿元，
同比（调
整后）下降18.12%；
基本每股收益0.49元。
公司称，追溯调整后的经营业绩下降
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公司参股的湖南南
岭澳瑞凯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为筹
备正式生产运营，在人员招聘、培训、市场
开发等方面产生的不能进入在建工程的费
用约 3210 万元，影响本报告期合并净利
润-1570 万元；二是由于市场原因，炸药销
量 下 降 ，影 响 本 报 告 期 合 并 净 利 润
约-3000 万元。
记者陈强

克明面业：

参建两条面粉生产线
本报长沙讯 26 日，克明面业发布公
告称，公司拟以 2800 万元超募资金投入与
河南金粒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新公司，并在该公司成立后拟建一条日处
理小麦 500 吨的面粉生产线项目。新公司
中，
克明面业占股达 58.33%。
此外，公司拟以 939.34 万元超募资金
和 4560.66 万元自有资金，合计 5500 万元
出资，与河南实佳面粉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新公司，并在该公司成立后拟建日处
理小麦 1200 吨的面粉生产线项目。新公
司中，克明面业占股达 47.83%。
公司表示，公司投资进入面粉行业及
其附属产业，有利于控制公司主营业务的
成本和保证优质原料供应。
记者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