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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豪悦

2月 7日凌晨，动视暴雪公布 2022
年第四季度财报，这也是动视暴雪和
网易公司分手后首次公布财报。

财报显示，动视暴雪旗下三大子
公司动视、暴雪和King去年第四季度
净收入均实现了增长。其中，动视暴
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第四季
度实现了净收入增长27%。

有业内人士认为，动视暴雪和网
易公司分手并不意味着动视暴雪放弃
中国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2月 7日下午，网
传暴雪中国代理权将由上市公司世纪
华通全资子公司盛趣游戏接手。不
过，盛趣游戏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
报》记者否认了该传闻。

《使命召唤2》狂吸金

财报显示，动视暴雪 2022年第四
季度净收入为 23.3亿美元，2021年同
期净收入为 21.6亿美元。若包含递延
净收入（待确认的收入），动视暴雪
2022年第四季度净收入约34亿美元。

此外，从评估游戏公司业绩的重
要指标净预订量来看，动视暴雪去年
第四季度净预订量增长 43%至 35.7亿
美元，超过此前分析师预估的 30.8亿
美元（净预订量是指在此期间以数字
方式销售或实体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的
净额）。

此外，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动
视暴雪去年第四季度整体月活跃用户
(MAU)为 3.89 亿，相比 2021 年同期的
3.71亿有所上升。

三大子公司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动视去年第四季度净收入 18.5亿
美元，而2021年同期为11.6亿美元；暴
雪去年第四季度净收入8亿美元，2021
年同期则为 4.2亿美元；King去年第四
季度净收入7.3亿美元，2021年同期为

6.8亿美元。
据介绍，三家子公司代表作品在

去年第四季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例如，动视在去年 10月份发布的射击
游戏《使命召唤：现代战争 II 》（下称

《使命召唤2》）创下历史上最高的开季
销量记录。在去年第四季度末，累积
播放时数创下该发行阶段付费游戏的
历史最高纪录。

动视暴雪暂未公开《使命召唤 2》
带来多少收入。但据行业研究机构
NPD Group表示，该游戏在 10天内售
出了 10亿美元，是 2022年最畅销的视
频游戏。

此外，财报提到，子公司暴雪的三
款游戏《魔兽争霸》《守望先锋》和《暗
黑破坏神》同比增长强劲，每家净预订
量均超过1亿美元。

动视暴雪对 2023 年业绩信心十
足。在财报中提到，“我们预计2023年
暴雪在全球的财务同比增长强劲，得

益于《暗黑破坏神 IV》的推出和运营。”

盛趣游戏否认传闻

不过，最让中国玩家关心的，依然
是暴雪中国代理权的去向。

关于暴雪旗下游戏在中国未来的
发展情况，动视暴雪在财报中提到，暴
雪仍然专注于寻找替代方式来服务中
国社区。

就在其财报发布当天，网传世纪
华通旗下子公司盛趣游戏将接手暴雪
游戏。传闻称，盛趣游戏4月底将正式
代理，《魔兽世界》《炉石传说》《守望先
锋》将在5月份推出。另有传闻称，“暴
雪降低了对国内运营的要求，但是钱
拿得更多，分成达到了 60%，超过了此
前和网易合作时的 50%。此外，世纪
华通负责研发暴雪旗下 IP的手游，但
是只享受中国国内利润，在国际上只
拿固定利润。”

不过，世纪华通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消息不属实。”

去年至今，腾讯、完美世界、字节
跳动、米哈游等中国企业都被传出与
暴雪接洽代理权事宜的消息，但最终
也同盛趣游戏一样，均出面否认。这
让暴雪中国代理权仿佛成了“烫手山
芋”。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
表示，“有望接盘的企业出面否认，或
许是还没谈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手续难办。如果敲定，企业得先
解决版号、数据等问题；二是暴雪的诉
求很可能比原来更高。”

动视暴雪去年第四季度业绩开始
回升，这说明经典 IP的影响力依然不
容小觑。拿下《魔兽世界》等游戏的代
理权，意味着有机会拿下这些经典 IP
手游的开发权，这对目前迫切需要出
海获得成功的中国厂商们仍然具有吸
引力。

动视暴雪业绩回升
盛趣游戏否认接盘暴雪中国代理权

本报记者 舒娅疆

2月 7日，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能动力”）发布
公告称，公司近日获悉控股股东四川省
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
张昌均，已被四川省监察委员会立案调
查及实施留置措施。张昌均同时兼任
川能动力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或受
此消息影响，公司股价当日下跌3.29%。

在董事长被立案调查后，川能动力
宣布目前经营正常，公司将调整董事会
成员，相关议案将在2月23日召开的临
时股东大会上进行审议表决。

拟新提名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或许是受到了张昌均被立案调查
及实施留置措施的影响，2月 7日，川能
动力以18.96元/股低开，截至收盘，公司
股价报收于18.52元/股。

资料显示，川能动力是四川能投集

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据媒体报道，在
张昌均被立案调查之前，由其担任总经
济师的四川能投集团陷入贪腐窝案，多
名高管落马。

如今，川能动力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被立案调查，会给上市公司带来怎样
的影响？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
司高管被立案调查，所涉事项可能与公
司有关，也可能无关，这种不确定性会
对公司估值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高管
被立案调查通常意味着其无法正常履
职，该事项对公司日常运营的影响程
度，往往取决于被调查人的职位及其在
公司的实际地位。”

对于此次事件，川能动力表示，除
张昌均外，公司其他全部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目前均正常履职。“公司
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和业务流程，日常
经营管理由公司高管团队负责，公司高
管团队已针对相关事项做了妥善安排，

目前公司经营正常。”川能动力表示。
川能动力 2 月 7 日同时披露了关

于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公
告，拟提名何连俊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成员候选人，张昌均不再担任董事
及董事长职务。

项目预计3月底试生产

川能动力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和
锂电业务，其中锂矿、锂盐业务备受市
场关注。

资料显示，川能动力旗下在建的李
家沟年产 105 万吨锂辉石项目所在矿
区，已探明矿石资源储量达 3881.2 万
吨，平均品位1.3%，该矿区储量巨大、品
位优良、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良好，
是我国少有的资源综合利用价值颇高
的稀有金属锂矿。

伴随下游市场火热，手握优质锂矿资
源的川能动力一度获得了投资者期待，不
过，相关项目的投产日期屡屡被推迟。根

据川能动力2023年1月份公布的信息，李
家沟项目井巷工程已基本完成，其他工程
进度正在按照调整优化后的方案有序推
进；疫情防控等因素及2023年春节影响
了项目进度约2个月，项目采矿系统计划
试生产时间预计为2023年3月底。

而在锂盐方面，川能动力控股子公
司鼎盛锂业已形成年产电池级碳酸锂1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 5000 吨的产
能。受益于锂盐、锂矿（基建矿）产品销
售量价齐升，川能动力预计2022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6亿元至7.3亿元，同比增长
72.55%至109.94%。

目前来看，市场对于锂矿、锂盐企
业 2023年的经营和盈利持谨慎乐观态
度。隆众资讯锂矿分析师于亚楠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供给端供应
有所转好，但锂矿开采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实际开采情况可能不及预期，整体
供应预计还会处于偏紧状态，锂矿、锂
盐企业发展前景仍较为乐观，但整体盈
利可能不及2022年。”

董事长被立案调查 川能动力紧急调整董事会成员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2月 7日，有友食品发布公告称，公
司拟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根
据公告，有友食品终止该激励计划的主
要原因在于 2022年度的营业收入预计

“不达标”。

股权激励计划“夭折”

根据有友食品发布的业绩预告，预
计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 10.21 亿
元，同比下降 16.29%左右；预计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52亿
元，同比下降31.05%左右。

有友食品曾于2021年3月6日披露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拟授予激励对象 47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首次授予376.3万股，涉及激励对
象 236人，授予价格为 8.64元/股，预留
93.7万股。

上述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的相应考核年度
为 2021年至 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每
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2020年营业收
入（10.93亿元）为基数，公司 2021年至
2023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目标值分别
为15%、33%、55%。

按照上述标准，有友食品2022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目标值应为 33%，但公司
预计 2022 年营收同比下降 16.29%左
右，显然无法达标，导致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夭折”。

对于终止股权激励计划，有友食品
还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经营所面临的内
外部环境与制定股权激励计划时相比
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公司预期经营情
况与激励方案考核指标的设定存在偏
差，继续实施该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
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

“上市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不
罕见。”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
毅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这普遍基于
两个原因：一是所激励的对象离开，二

是设定的营收或利润目标未达成。面
对这两种情况，企业通常会对激励计划
做出调整，甚至取消计划。”

泡椒凤爪营收占比较高

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也暴露
了有友食品所处困局。

对于 2022 年业绩下滑，有友食品
在业绩预告中坦言，彼时受国内外严
峻复杂的宏观形势以及多重超预期
因素影响，消费市场供需两端严重承
压 ，导 致 本 期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16.29%左右。

据悉，有友食品主要从事泡卤风味
休闲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形成以
泡椒凤爪为主，猪皮晶、豆干、花生、竹
笋等为辅的泡卤风味休闲食品系列。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看，泡椒凤
爪增长空间不大。而有友食品似乎也
看到了自身产品和市场的两重天花
板。”

2019年，有友食品依靠泡椒凤爪这
一单品登陆A股。过往财报数据显示，
2019 年至 2021 年，公司泡椒凤爪的营
收分别为 8.44 亿元、9.13 亿元、9.61 亿
元；占总营收的比例分别为 83.77%、
83.53%、80.52%。而 2022年前三季度，
泡椒凤爪占有友食品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仍高达76.99%。

面对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问题，有
友食品也在寻找出路。据了解，公司除
新研发上市虎皮凤爪及无骨系列产品
外，还在预制菜领域持续发力。不过，
从2022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数据看，这一
部分的营收占比依旧不高，数据显示，
2022年 1月份至 9月份，有友食品猪皮
晶、竹笋、豆干、花生的营收占比分别仅
为7.73%、4.66%、2.33%、1.65%。

“尽管公司也在布局除泡椒凤爪以
外的业务，但目前来看成效并不明显。”
对此，张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有
友食品在渠道端主要以线下为主，而过
去三年线下渠道受到的冲击很大，新产
品销售也受到了影响。”

因营收不达标终止股权激励计划
有友食品如何扭转“产品结构单一”困局？

本报记者 张晓玉

2月7日，福成股份公告称，2023年
公司计划总投资约6.5亿元扩大肉牛
育种养殖规模。自2021年福成股份重
启肉牛养殖及屠宰业务以来，公司已
经多次对肉牛养殖规模进行扩建。

福成股份表示，公司肉牛育种养
殖规模扩大后，将进一步提升肉牛养
殖业务的发展潜力、营业收入和盈利
能力；优质种牛育种中心建立后，将
提升公司在肉牛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增加公司的收入来源；项目建设完成
后，公司固定资产将大量增加；育种
养殖规模扩大后，公司将增加流动资
金需求，满足活牛存栏量增加的养殖
相关运营资金需要。

已累计投资超过4.1亿元

2021年7月7日，福成股份董事
会决议重启肉牛养殖及屠宰业务。
2022年3月份和9月份，公司连续两
次对肉牛养殖设施进行扩建。

公告显示，自福成股份2021年
恢复肉牛育种养殖屠宰业务以来，
已累计投资超过4.1亿元，其中养牛
场建设投资约2亿元、采购活牛开支
约2.09亿元。截至2022年12月31
日，公司共采购西门塔尔牛9901头，
生产犊牛6941头，出售犊牛5389头，
存栏活牛10446头。

福成股份表示，2022年公司肉
牛育种养殖业务实现未经审计收入
超过亿元，净利润较2021年有一定
增长，实现了该业务的高水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胡冰川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福成股份不断扩大牛肉养殖
规模，反映了居民肉类消费结构升
级的趋势。实际上，随着人口老龄
化趋势和人口总量趋于稳定，食物
消费结构的升级会进一步提高优质
牛羊肉以及水产品的消费。因此，
相关养殖企业主动扩大养殖规模，
是内生驱动的趋势。”

“另外，我们这几年进口的海外
高端牛肉因冷冻保鲜，在食用口感
和消费者体验方面与活体屠宰的牛
肉相比，还是有差别。因此，这对国
内活牛养殖、屠宰产业都是利好
的。”胡冰川进一步说道。

政策支持牛羊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支
持牛羊产业发展。农业农村部于
2021年发布《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
展五年行动方案》文件，提出到2025
年我国牛羊肉自给率保持在85%左
右、牛肉产量680万吨等，重点推进
良种繁育、发展适度规模化养殖，逐
步完善屠宰加工流通体系，推进牛
羊肉品牌建设，提升我国牛羊肉品
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等。

2021年12月份，农业农村部印
发《“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
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畜禽核心
种源自足率达到78%，肉牛肉羊养
殖业产值达到9000亿元。

福成股份表示，当前，国内传统
普通肉牛饲养500天仅能增重300
斤，国内严重缺乏优质种牛品种和
相关育种技术，优质种牛及育种技
术可能成为制约中国肉牛养殖业发
展的关键瓶颈。

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福成股份
表示，公司今年计划总投资约6.5亿
元扩大肉牛育种养殖规模。其中，3
亿元左右用于建设两个可容纳1万头
牛规模的养牛场，计划2023年内建设
完；约3亿元用于采购约2万头活牛；
约5000万元建立一个优质种牛培育
中心，包括建设牛舍、购买优质种牛
及配套设备，同时邀请中国畜牧业协
会专家合作共同研究优质种牛。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吴婉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福成股份扩大肉牛养殖及
建立优质种牛培育中心有助于提升
公司肉牛养殖业务能力，增加公司
收入来源。”

福成股份今年计划投资约6.5亿元
加码布局肉牛养殖业务

本报记者 殷高峰

2 月 7 日，凯立新材发布公告
称，拟定增募资不超10.75亿元投向
PVC绿色合成用金基催化材料生产
及循环利用等多个新材料项目。

“此次募投的项目均围绕公司
主营业务展开。”凯立新材相关负责
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募
投的项目旨在增强公司生产能力，
升级研发平台，扩大公司产品应用
场景和适用领域，提升公司在催化
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化工行业的“芯片”

公告显示，公司计划将募资额
分别投向 PVC 绿色合成用金基催
化材料生产及循环利用项目、高端
功能催化材料产业化项目、先进催
化材料与技术创新中心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稀贵金属催化材料生产再
利用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在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85%
以上的反应是在催化材料的作用下
进行，可以说催化材料是化工行业
的‘芯片’。”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催化材料已广泛应用于精细化
工、基础化工、环保及新能源等领
域，尤其在精细化工、高端化工产品
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催化材料中国内市场的增长空
间较大，伴随着国产替代高端催化剂
的量产，其市场前景广阔。”屈放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化工行业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也是二
氧化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之一。在

‘双碳’目标下，低碳转型已经成为
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屈放表
示，催化材料与催化应用技术的创
新和应用，能够有效提升生产效率，
降低能耗和三废排放。未来，催化
剂行业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速，应
用领域也将进一步拓宽。

近年来，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
部委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催化材料行
业发展的政策。“国家出台的一系列
推动催化材料行业发展的政策，为
催化材料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上述负责人表
示，在政策等各方面的推动下，公司
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开发，建立了上

百种催化剂性能检测技术，既保证
了出库产品性能，又对科研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持，而多年
的研发积累也为上述项目实施提供
了雄厚的技术储备。

进一步拓展主业布局

“此次的几个募投项目，意味着
凯立新材正扩大在金基催化材料、
高端功能催化材料等化工新材料领
域的优势。”济懋资产合伙人丁炳中
博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
作为制造业大国对化工新材料的市
场需求巨大，金属催化剂是化工新
材料发展的基础，目前是我国重点
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根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数据显
示，2021年我国PVC产能达到2713
万吨，总产量 2130万吨，位居全球
第一。目前，我国氯碱行业接近
80%的PVC生产采用以汞触媒为催
化剂的乙炔法，而汞触媒在生产、储
运、使用、废催化剂处置过程中，汞
元素容易挥发流失至大气、水体及
土壤中，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进而影响氯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公告披露，此次募投项目中
的 PVC 绿色合成用金基催化材料
生产及循环利用项目是将贵金属催
化剂的应用场景拓展至 PVC 生产
领域，为乙炔法 PVC 提供高性能、
无污染的催化剂，解决行业环保、履
约、节能等多方面的诉求。

不但是在贵金属催化剂领域的
拓展，此次募投项目中的高端功能催
化材料产业化项目为非贵金属催化
剂项目，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比如氢燃
料电池领域以及新材料等领域。

“目前高端非贵金属催化材料在
多个应用领域主要依赖进口，技术突
破难度大。”凯立新材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通过长期布局与研究开发，积
累了煤制乙二醇酯加氢铜系催化剂等
系列产品，这些非贵金属催化材料市
场需求量大，现有生产线难以满足工
业化应用要求。因此，公司需要投资
建设新的生产线，以实现规模化生产。

“展望未来，凯立新材的几个募
投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拓展凯立
新材的主营业务，有望给凯立新材
带来进一步的发展，并进一步提高
其市场占有率。”丁炳中称。

凯立新材拟募资10.75亿元
投向多个新材料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