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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价格持续上涨助推
4家畜牧上市公司股价年内已翻番
本报记者 桂小笋

生猪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利好
正在以多种方式呈现。 一方面，拥有
生猪养殖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披露
的最新产销数据显示，售价及营收增
长的状况利好之势明显；另一方面，
资本追逐之下股价水涨船高。
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
来，畜牧业上市公司中，除*ST雏鹰
之外，其它上市公司的股价均有不同
程度的上涨（以6月12日数据为准，下
同），其中，有4家畜牧上市公司年内
累计股价上涨幅度超过100%。
而从《证券日报》记者了解的情
况来看，此轮猪周期中，生猪价格上
涨，仍将维持较长时间。 大北农高管
对《证券日报》记者称，目前来看，行
业可能会迎来最长盈利周期。

自繁自养头均利润 400元
来自新发地最新一周（今年6月1
日至6月7日） 的数据统计显示，6月7
日，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
10.13元/斤， 比5月31日的9.53元/斤
上涨6.30%；比5月7日的9.68元/斤上
涨4.65%；比2018年6月7日的7.13元/
斤上涨42.08%。 周环比大幅上涨；月
环比明显上涨；年同比大幅上涨。 上
周，年同比上涨24.90%，本周同比涨
幅明显放大。
“这一小波猪价上涨应该能持
续到6月中下旬。 ”对于当下的生猪
价格走势，卓创资讯生猪分析师张
莉莉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养
殖的头均盈利会随着猪价的上涨
而增多，虽然饲料价格也呈现上涨
的态势，生物安全投入成本也在增
加， 但是这两方面增加的成本，在
猪价快速上涨面前， 仍是比较少
的， 所以头均盈利还会不断增多。
目前， 自繁自养头均盈利应该在
400元左右。 ”

而从供应量上来看，新发地的数
据显示，同比呈现下降。6月1日至6月
7日， 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1696.29
头， 比上周 （5月25日至5月31日）的
1802.57头下降5.90%；比前2周（5月
18日至5月24日） 的1779.57头下降
4.68%。 去年同期的日均上市量是
1888.57头，年同比下降10.18%。

企业称处在盈利周期起点
对于生猪价格的上涨，新发地的
研报认为，是有两方面的因素使然。
“
肉价从3月10日上涨到9.45元/斤
以后，连续近3个月的时间，价格一
直围绕着9.50元/斤的价位运行，走
势相当 平 稳 ， 但 是 ， 对 肉 价 后 期 上
涨的预期则一直没有减弱，虽然有

几次出现上涨的冲动，但是受到毛
猪供应能力相对充足的制约，肉价
一直没有抬头，在预期没有减弱的
背景下， 一 直 在 积 蓄 力 量 ， 待 势 而
发，到了6月初，能量积蓄到一定程
度，肉价开始冲高；此外，能繁母猪
存 栏 量 从 去 年 10 月 份 开 始 出 现 同
比下降的状况，从能繁母猪存栏量
下降到毛猪出栏量下降有1个滞后
期，按照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
的时间节点来看，在今年下半年毛
猪的出栏量会有所下降。 目前已经
进入6月份， 距离毛猪出栏量下降
的时间节点愈发临近，对肉价上涨
的预期会产生一定的推力。 ”新发
地的研报称。
而对于后期市场的预期，有行业
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达了乐观的观点，“从国家公布的
存栏数据下降以及疫情的情况来看，
未来1年至2年，猪是比较紧缺的。 因
此，未来1年至2年，猪肉价格应该会
持续上涨，猪肉价格有可能上涨到20
元/公斤，甚至更高。 ”
大北农高管在接受 《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行业可能会迎来最
长盈利周期，估计会持续2年至3年的
时间。 当前也许属于盈利周期的起
点。

畜牧业公司股价涨幅惊人
基于对行业的看好，拥有生猪养
殖业务的上市公司在公布的产销数
据中也表达出了乐观的情绪。
温氏股份5月份销售商品肉猪

拖欠4亿元股权转让尾款
海联讯两任大股东纠纷难破解
本报记者 赵琳 见习记者 林娉莹

201.62万头，收入32.40亿元，销售均
价14.12元/公斤， 环比变动分别为
8.11%、4.58%、0.28%， 同比变动分别
为11.07%、47.68%、36.16%。 公司称，
2019年5月份， 公司商品肉猪销量同
比上升，主要是公司养猪业务规模扩
大，商品肉猪出栏量增长所致。 公司
商品肉猪销售收入同比上升，主要是
受国内生猪市场行情变化的影响，销
售均价同比上升所致。
金新农5月份生猪销量合计
5.17 万头，收入合计6815.07 万元；5
月生猪销量环比增长1.57%， 同比增
长35.90%（扣除托管销售后）；生猪销
售收入环比下降15.10%， 同比增长
115.63%（扣除托管销售后）。
新希望5月份销售生猪22.07万
头，环比变动-2%，同比变动6%；收
入为3.83亿元，环比变动-4%，同比
变动62%； 商品猪销售均价14.98/公
斤，环比变动-1%，同比变动44%。 生
猪销售收入同比上升较大的主要原
因是生猪价格大幅上涨。
大北农今年前5个月公司累计销
售生猪82.06万头， 同比增长37.1%；
累计销售收入10.85亿元， 同比增长
53.9%。 5月份销售生猪14.03万头，环
比增长-8.5%，同比增长6.3%；销售
收入2.23亿元，环比增长-5.4%，同比
增长67.1%。
面对当下的发展机遇，上述大北
农高管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公司
将抓住机会， 做好生物安全工作，分
为完善必备的生物安全设施、生物安
全流程、建立生物安全组织架构。 公
司将积极筹措资金，全力扩大生猪生
产。
而从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持续
的猪价上涨也使得畜牧业板块上市
公司的股价大多“站上风口”，同花顺
数据显示，年内畜牧业企业中，有4家
公司的股价累计上涨幅度超过
100%，另有5家公司股价累计上涨幅
度超过50%。

监管动向追踪

得润电子回复深交所年报问询函
毛利率连续 5 年下滑盈利能力引关注
本报记者 张文湘

6月11日， 得润电子正式对深交
所下发的年报问询函进行回复。 得
润电子称， 子公司Meta System S.p.
A.（以下简称“Meta公司”）连续两年
亏损超过1亿元， 报告期内未计提减
值具有合理性。 与此同时，得润电子
也对2018年非经常性损益较高、毛利
率较低、是否存在债务逾期风险等问
题进行了说明。
得润电子证券事务代表贺莲花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Meta公司连续亏损， 主要是因为加
大了研发投入和市场开发投入，未来
公司将通过控制费用、资产的整合优
化等方式，提升毛利率和盈利能力。

重金收购公司连续亏损
2015年6月7日，得润电子董事会
宣布通过议案，同意公司以5682万欧
元的初步价格，收购Meta公司60%的
股权，收购资金来源为自筹。

得润电子公布的资料显示，
Meta公司业务主要分布于汽车电子
的核心领域，主要客户为欧洲中高端
的汽车整车厂，包括 BMW、Daimler
奔驰、大众集团、菲亚特集团以及部
分一线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等； 截至
2014年年末，Meta公司净资产为1.78
亿元，其2014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分别为11.99亿元和1129万元。
得润电子对本次收购寄予厚望。
得润电子表示，在汽车电子的核心领
域，Meta公司拥有成熟的产品和客
户资源，其主营产品已进入欧洲中高
端的汽车整车厂，本次投资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能帮助公司建立向全球
市场供货的能力和业务平台，也能迅
速将Meta公司现有成熟的产品和服
务应用于中国市场。
最终，得润电子成功以6029万欧
元(折人民币4.24亿元)的价格收购上
述资产，而上述交易也形成3.67亿元
的商誉。 在收购过程中，双方并未签
署相关的业绩补偿协议。 被得润电
子收购之后，Meta公司出现连年亏

损，2015年至2018年4年内，Meta公司
分别亏损1877万元、8462万元、1.09
亿元、1.08亿元。 尽管连续亏损，但得
润电子在2018年和2017年均未对其
计提商誉减值。
贺莲花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Meta公司目前重点拓展新能源汽车
车载充电模块业务，加大了研发投入
和市场开发投入，导致近年来出现连
续亏损。
“当初收购Meta，主要是看中了
Meta的业务和技术。 当时Meta的业
务几乎全部在欧洲， 我们想快速打
开市场， 将其业务迅速拓展到中国
市场，这一块业务预计需要时间，短
期内不会出很好的成绩。 出于以上
种种原因，我们没有签署业绩补偿协
议。 ”贺莲花如是说。

毛利率连续 5年下滑
与此同时，得润电子的盈利能力
也引起了深交所、投资者的关注。 目
前，得润电子主营电子连接器和精密

在申请延期回复之后，永利股份
近日对深交所问询函进行了回复。
针对深交所提出的永利股份未
对下属公司青岛英东、炜丰国际合计
10.94 亿元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却对
三五汽车、华益盛、Ever Ally 对应商
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是否存在利
润调节情形。 永利股份在回函中表
示，公司不存在利润调节情形，并对
此进行了说明。

回复利润调节质疑
永利股份在回复函中披露，因青
岛英东被收购后形成商誉，后续青岛
英东又收购了三五汽车和华益盛，分
别形成新的商誉。 同时，青岛英东和
三五汽车、华益盛可以独立产生现金

流入，所以将上述青岛英东、三五汽
车、华益盛分别作为单个资产组进行
商誉减值测试。
另一项资产炜丰国际被收购后
形成商誉， 后续炜丰国际在 2018 年
收购 Ever Ally 和 MPT 并分别形成
新的商誉。 因此，也分别作为单个资
产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永利股份表示，经过测试，青岛
英东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账面价值为 9.48 亿元， 可收回金
额为 9.73 亿元。 炜丰国际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为
16.92 亿元， 可收回金额为 16.95 亿
元，公司未对两家公司商誉计提减值
准备具有合理的依据。
此外，其他三项资产全额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原因为，“三五汽车、华益
盛、Ever Ally 在 2018 年均发生经营
亏损， 所以于 2018 年度末对收购三

五汽车、华益盛、Ever Ally 产生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 ”
公司方面通过比较预计未来现
金净流量的现值与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账面价值， 判定三项资产组三五
汽车、华益盛、Ever Ally 分别全额计
提商誉减值， 合计计提 2157.29 万
元。

组件，产品涵盖消费电子领域及汽车
领域。 2018年，得润电子实现营业收
入74.54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61亿元；扣非净利仅有
1027万元，同比下滑83.95%。
尽管在问询函中明确强调，公司
不会形成对非经常性损益的较大依
赖，但非经常性损益已成为得润电子
近年来的主要盈利来源。 2016年和
2017年，得润电子净利润分别为3867
万元、1.75亿元， 而同期非经常性损
益则分别为4294万元和1.11亿元。
另外，从2014年开始，得润电子
整体业务的毛利率就持续下滑。2018
年， 得润电子整体毛利率为14.02%，
从得润电子对问询函的回复中可以
看出，其毛利率水平在同行业可比公
司中处于较低水平。而2019年得润电
子也“出师不利”，今年一季度营业收
入同比下滑8.27%； 净利润和扣非净
利分别同比下滑33.91%和74.03%。
“公司还是会加大在汽车业务的
投入， 为提升盈利能力和毛利率，公
司一方面会控制费用，另一方面在资

已与客户供应链一体化，未来其增长
主要依赖于客户的持续开发和产能
的扩大。
据永利股份披露，公司于2018年
度4月完成收购Ever Ally， 由于其正
处于筹建结束阶段，前期订单的开工
不足和前期大额资产投入导致的固
定成本是目前亏损的主要原因。2018
年度Ever Ally净利润为-1559万元。

收购资产去年亏损1559万元
收购关联方旗下公司
对于 Ever Ally 亏损原因及收购
Ever Ally 原因等问题。 永利股份回
复称，炜丰国际通过收购 Ever Ally，
获得其下属子公司持有的土地使用
权、在建厂房及机器设备等，可以进
一步扩大产能。
炜丰国际生产的精密模塑产品
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医疗器械、教
育玩具、通信设备行业等领域，目前

4亿元股权转让尾款逾期
据海联讯此前公告， 该纠纷的起因还得回溯至
2018年1月份。 彼时，海联讯原第一大股东中科汇通
拟向深圳盘古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海联讯股份合计
9998.63万股，总价11.04亿元；2018年5月份，深圳盘古
向中科汇通支付了7亿元的股权转让首款，双方完成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至此，深圳盘古以29.85%的持股比例成功“上位”
海联讯第一大股东，但余下的4.04亿元股权转让尾款
却没有如期到位。
之后，为追回逾期尾款，中科汇通与深圳盘古先
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和《股权转让
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约定了相关还款事宜和违约责
任；此外，深圳盘古的股东盘古天地投资及实控人徐
锴俊与中科汇通签署了《保证合同》，就该尾款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然而，再多的协议也没能使尾款顺利到位。 因此，
中科汇通不仅向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
“
龙岗法院”）
请，还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提起了财产保全申请。 今年3月7日，龙岗法院出具民事
裁定书， 实际冻结深圳盘古名下一银行账户2381.1元，
“
这
冻结额度为4.4亿元。 有相关从业人士对记者表示，
个情况的话， 可能是公司的这个账户目前只有这么多
金额可以冻；但理论上，如果开始冻结，是会把4.4亿元
的额度都冻完的，也可能会是分批冻结。 ”
据透露，除深圳盘古的账户资金外，其连带保证
人——
—盘古天地投资持有的多家公司股权也已被冻
结。 从记者所得资料看，被冻结的股权内，就包括了
海联讯第一大股东深圳盘古64%的股权。
对此，中科汇通方面对记者表示：
“
公司本着诚实互
信的原则， 在提起仲裁过程中仍积极同对方沟通联系，
意图寻找能够尽快解决纠纷的双赢方案， 但效果不彰。
现已着手在财产保全程序中全面查控对方财产。 ”

两任股东纠纷未解

产的整合和优化上下功夫，该剥离的
就剥离，该处理的就处理。 ”贺莲花
说。
另一方面，得润电子的研发投入
情况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 2014
年， 得润电子的研发投入为1.02亿
元，资本化比例为0。 2015年，得润电
子的研发投入达到1.44亿元，研发投
入资本化比例跃升为21.79%。 此后，
得润电子的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逐
年提升，2018年已达到53.81%。 由于
该比例远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的比例，深交所在问询函也对此事予
以关注。
“公司研发投入的变化， 主要
原因还是受到Meta公司的影响。 ”
贺莲花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收
购Meta公司后，公司加大了研发投
入， 而由于Meta公司已获得宝马、
保时捷、PSA等重要订单，并有望获
得更多客户订单，产品逐步批量交
付客户， 预估未来会产生更多收
益，公司因此提高了研发投入资本
化比例。

永利股份回复问询函称调节利润不存在
公司收购资产去年亏损1559万元
本报见习记者 刘会玲

海联讯原大股东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汇通”）与公司现第一大股
东深圳市盘古天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深圳盘古”）的股权转让尾款逾期纠纷再次生变。
日前，海联讯公告称，因深圳中院受理了深圳盘古
的股东、连带责任保证人——
—深圳市盘古天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盘古天地投资”）提交的确认相关协
议仲裁条款无效申请，原定于6月4日开庭的关于双方股
权转让尾款纠纷的仲裁庭被取消，仲裁程序中止。
此前，因深圳盘古未履约支付海联讯股权转让的尾
款，中科汇通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
称
“
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并向法院申请
了财产保全。 目前，深圳盘古和盘古天地投资的部分资
产已被冻结。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中科招商联
席总裁杨天歌表示：
“
待深圳中院对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一案作出生效裁判后，仲裁程序即予以恢复。 ”

此外，在回复收购关联方司徒建
新控股的炜丰科技旗下公司“新工艺
业”、“永协发展” 问题时。 永利股份
总经理恽黎明表示，“炜丰科技已经
购买了土地，尚未建设完成，待土地
厂房和设备投入试生产开始后，以炜
丰科技投入的货币原值购买进入上
市公司体系，防止原实际控制人存在

中科汇通的“追债”之路并不顺遂。 日前，海联讯
公告称， 因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盘古
天地投资关于确认其与中科汇通签署的 《保证合
同》、《补充协议二》 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
仲裁庭取消了原定6月4日开庭审理的股权转让及保
证合同争议案，中科汇通提请的仲裁程序遭到中止。
而深圳盘古可能存在的资金问题， 或是其多次
“耍赖“不还款的主要原因。 据Wind数据显示，当前，
深圳盘古持有海联讯股票的质押率已经高达99.59%，
被质押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29.73%。 其中，被质押于
张家港市南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份有6300
万股，质押用途为融资，被质押于中科汇通的股份则
为3658.05万股，两次质押起始日期皆为去年5月4日，
正是深圳盘古获得上市公司股权的次日。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中科汇通方面对记者说
明称， 在转让上市公司股权时中科汇通已尽可能对
深圳盘古的资金状况进行了解， 其认为对方经营状
况正常并具有履行能力。 为了解情况，记者向深圳盘
古发去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相关资料显示，深圳盘古隶属于盘古天地集团，
该集团主营业务为提供互联网基础架构服务， 包括
数据中心架构、 技术服务架构和骨干网路。 官网显
示，其前身深圳市盘古数据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
目前集团旗下有盘古运营、盘古天地投资、云星数据
和云星网络传输等下属企业。
谈及深圳盘古拖欠股权转让尾款产生的影响
时， 中科招商方面坦言道：“对方逾期付款确实对中
科汇通及中科招商集团流动性带来了一定影响，在
今年年初， 中科汇通及中科招商集团已对该笔应收
账款做了充分预计和准备。 ”

上市公司难逃“波及”

同业竞争的问题。 ”
公告显示， 永利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14 日与景峰发展母公司炜丰
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景峰发展
实际投入新艺工业及 Ever Ally 的经
审计的原始货币资金总金额作为对
价收购标的股权。 上述收购为永利
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炜丰国际以现
金方式支付，已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
完成过户。
香颂资本沈萌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收购是企业实现扩张
的一种手段， 收购标的主要分为两
种：增强原有业务、买入新的赚钱业
务。 但如果短时间内通过收购进入
多个与原主业关联度低的行业，可能
会导致公司的治理和管理不足，经营
不稳定。 ”
截至 6 月 12 日， 永利股份收盘
价为 4.31 元 / 每股。

实际上， 因两任大股东尾款纠纷事关上市公司的
股权转让，很难说不会对公司产生影响。 据海联讯此前
公告表示， 因盘古天地投资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
案未审结， 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对
股权转让及保证合同争议案是否有管辖权， 以上两案
件的后续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可
能会导致深圳盘古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动。
而在接受采访时，中科汇通就表示：
“
对于（深圳盘
古）所质押给我公司的（海联讯）股票，属于权利质押，依
照《物权法》和《担保法》相关规定，中科汇通可以与深圳
盘古协议折价清偿债务，也可拍卖、变卖该股票。 ”
对于该事项对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 海联讯方面
对记者表示，
“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上述事项未对
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密切关注上述事项
的进展，并会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
但是，海联讯自身也承担着一定的经营压力。之前，
公司就曾因营收出现连续三年下滑而收到深交所的问
询函；此外，海联讯还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坦言，
“
受市场
环境和季节性因素影响，预计公司存在2019年半年度累
计净利润亏损的可能性”。 对于半年度业绩的预亏，海联
讯方面并未进一步回应，只表示以公告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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