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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变累赘 亚太药业子公司失控
12月25日，随着一则子公司失控公告的披露，亚太药业（002370）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

2016年至2019年1-6月
亚太药业及上海新高峰业绩概况

简称“上海新高峰”）失去控制的“大雷”被引爆。受此消息影响，公司股价在12月25日大幅低开。四年前，亚太药业以9亿
元的价格溢价收购了上海新高峰，自此公司产品品类从单纯的化学制药延伸到新药研发外包服务。2015-2018年，上海
新高峰也成为亚太药业的盈利功臣，助力亚太药业保持较高的利润水平。然而，如今亚太药业不仅将面临因上海新高峰

亚太药业归属净利润

商誉减值拖累业绩的情况，更是遭遇了上海新高峰失控的尴尬。

子公司爆雷

一则子公司失控公告迅速反映到亚太药
业12月25日的股价表现上。12月25日，亚太药
业开盘大幅低开8.6%，之后，公司股价跌幅有
所收窄，截至当日收盘，亚太药业股价报收
6.61元/ 股，下跌3.64%。
亚太药业股价受挫与亚太药业一则子公
司失控公告不无关系。12月25日，亚太药业披
露公告称，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派工作组
进驻上海新高峰，管控工作受阻，上海新高峰
无法正常运营，子公司失去控制。从公告来
看，亚太药业派工作组进驻上海新高峰源于
经自查发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的
全资子公司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新生源”）存在违规对外担保
情况，且2019年经营业绩突然出现大幅下降，
为全面核实相关情况，加强子公司管理，亚太
药业派出工作组进驻。
然而，亚太药业却遭遇子公司失控的尴
尬。除派工作组进驻上海新高峰后所采取的
管控措施在推进中受阻外，亚太药业还表示，
截至目前，上海新高峰工作组未能接管上海
新高峰、上海新生源及其子公司共10家公司
的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等关键资料，不
能对其实施控制。同时，亚太药业称，上海新
高峰及子公司部分电脑损坏，重要资料遗失；
上海新高峰及其子公司部分核心关键管理人
员、员工在工作组进驻前已相继离职，公司无

法掌握上海新高峰及其子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资产状况及面临的风险等信息，致使公司
无法对上海新高峰及其子公司的重大经营决
策、人事、资产等实施控制。亚太药业坦言，公
司已在事实上对上海新高峰及其子公司失去
控制。
据了解，上海新高峰系亚太药业2015年
底并购而来。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子公司失
控的根本原因在于母公司管控不力，各方利
益也没有协调好。在宋清辉看来，上市公司在
并购重组的过程中，要多花费些时间论证并
购方案利弊，不能急于求成，同时汲取市场上
面的并购经验教训，避免再走过去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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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49亿元、1.52亿元。若以上述财务数据进
行计算，2016-2018年上海新高峰实现的净
利润占亚太药业归属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91.2%、73.76%以及73.08%。
2019年上半年，亚太药业实现的归属净
利润为4023.91万元，而同期上海新高峰实现
的净利润则为4154.49万元。

存在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大额债务违约等多重风
险的贵人鸟（603555），公司股价在近期却遭
到投资者热捧，目前已连续斩获3个涨停板。
对此，12月25日晚间，贵人鸟也对公司当下存
在的多项风险进行了提示。
交易行情显示，贵人鸟12月25日开盘价
5.74元/ 股，低开1.2%，开盘后公司股价迅速翻
红，之后便进入震荡走势，14时18分，贵人鸟
股价在涨幅2.75%的基础上，直线拉升封上涨
停，截至当日收盘，贵人鸟股价仍牢牢封死涨
停板，报收6.39元/ 股，在买一位置上仍有2.96
万手买单在排队买入。
经东方财富数据统计，近28个交易日贵
人鸟区间累计涨幅高达89.61%，同期大盘涨
幅3.13%，其中在12月23日、24日、25日连收3
个涨停板。

12月25日晚间，贵人鸟披露了一则风险
提示公告，称12月25日当天上证指数跌幅
0.03%，纺织服装板块涨幅较小，截至2019年
12月25日收盘日，公司动态市盈率为-18.14，
并且与同行业相比公司盈利能力较弱。
在风险提示公告中，贵人鸟具体披露了
三项公司目前面临的较大风险，其中之一是
退市风险警示。财务数据显示，在2018年以及
2019年前三季度，贵人鸟的归属净利润约为
-6.86亿元、-1.66亿元；当期对应实现扣非后
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6.47亿元、-2亿元。贵
人鸟称，若2019年公司业绩继续出现亏损，公
司股票将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其次，贵人鸟还存在大额债务违约风险。由
于资金流动性紧张，贵人鸟无法按期兑付2016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余额
5亿元及2014年发行的“14贵人鸟”公司债券余

额6.47亿元，逾期债务本金合计11.47亿元。截至
目前，贵人鸟尚未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具体债务
和解方案，亦未签订相关债务和解协议。
另外，贵人鸟还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冻结及拍卖风险。截至公告披露日，贵人鸟控
股股东贵人鸟集团所持有的4.27亿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7.86%，占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
份的89.03%）仍处于冻结或轮候冻结状态，其
中被司法拍卖的数量为6769.5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77%，占控股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14.13%。值得一提的是，在12月25日贵人鸟
披露了一则“关于控股股东持有部分股份被
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因无人出价，贵人鸟
集团持有的公司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流拍。针对相
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贵人鸟董秘办公
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被大股东坑惨 华仪电气今起被“ST”
11月25日，华
仪电气（600290）曾自曝存在违规担保、控股
股东华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集
团”）资金占用的家丑，随后华仪集团承诺在
一个月内解决前述问题。然而一个月的时间
过去了，华仪集团却并未兑现当初的承诺。被
大股东坑惨的华仪电气，主动向上交所申请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据相关规定，
华仪电气12月26日开市起将被“ST”，华仪电
气将变身为ST华仪。
华仪电气股票之所以被“ST”，主要与大
股东资金占用等事项有关。经自查，华仪电气
发现存在违规担保、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等情
况。其中违规担保金额为9259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75%；逾期的对外
担保共计2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5.26%；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合计为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刘凤茹）

10.5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
华仪电气曾在11月25日发布的公告显
示，公司自查发现，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
累计发生关联方资金占用22.12亿元，累计归
还11.55亿元，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合计10.57
亿元。2019年10月1日-11月25日期间，关联
方资金占用0.01亿元，期间未归还，截至公告
披露日，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合计为10.58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华
仪电气称，前述占用资金主要用于控股股东
归还自身融资借款及利息、代偿互保单位本
息及经营周转等用途。
彼时华仪电气称，控股股东已承诺在公
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解决上述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和资金占用的问题。
但12月25日华仪电气公告称，控股股东
未在承诺期限（即在2019年11月25日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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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期刚过业绩下滑明显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上海新高峰虽然对
上市公司利润贡献较大，但是，从上海新高峰
自身业绩来看，2019年上半年上海新高峰净
利同比下滑明显。数据显示，在2018年上半年
上海新高峰实现的净利润为8560.18万元。需
重要利润来源
要注意的是，2019年是上海新高峰业绩承诺
在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人士看来， 期结束后的第一年。
子公司失控无疑会对上市公司构成重要影
回溯历史公告，上海新高峰为亚太药业
响，若为重要子公司，其影响程度可想而知。 2015年底以9亿元溢价收购而来。当时以
“鉴于公司已失去对上海新高峰及其子 201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上海新高峰股
公司的控制，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围，公司对上海新高峰及其子公司失去控制 90220万元，评估增值73286.28万元，增值率
事项将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为432.78%。通过并购，亚太药业产品品类从
响。”针对上海新高峰失控对公司的影响，亚 单纯的化学制药延伸到新药研发外包服务。
太药业在公告中如是表示。
根据亚太药业与GreenVillaHoldings
需要指出的是，从此前年度财务数据来 Ltd.及其实际控制人任军签署的《补偿协议》，
看，上海新高峰可谓是亚太药业的盈利功臣。 重组的交易对方GreenVillaHoldings Ltd.
数据显示，2016-2018年，亚太药业实现的归 作出了关于上海新高峰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
属净利润分别为1.25亿元、2.02亿元、2.08亿 排。其中，此次交易利润预测补偿期间为
元；同期，上海新高峰实现的净利润为1.14亿 2015-2018年，四个年度实现的年度净利润

月内）解决上述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问题，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
（五）条“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资金或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
保，情形严重的”规定，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对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关于未解决
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华仪电气称，
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尽快解决。
华仪电气以输配电和风电为两大主业。
数据显示，华仪电气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的营
业收入约8.08亿元，同比下降25.75%；对应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约1102.28万元，同比下降
36.04%。华仪电气在今年前三季度的归属扣
非后净利润则亏损约2982.85万元。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
电华仪电气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截至
记者发稿前，对方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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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缠身股价暴涨 贵人鸟警示三大风险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

上海新高峰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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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6月）

数不低于8500万元、
10625万 元 、13281万
元和16602万元。
从亚太药业2019年4月披露
的相关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来看，
上海新高峰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
润达到业绩承诺。不过，就单个年
度看，在2015-2017年业绩承诺
完成率均超100%的情况下，2018
年上海新高峰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7.86%。
而实际上，在上海新高峰失控前，亚太药
业并购“踩雷”就已有端倪。在2019年三季报
中，亚太药业预计全年净利同比由盈利转为巨
亏6.5亿-7.5亿元。大幅预亏的原因之一即为上
海新高峰业绩大幅下降，据预估情况拟2019年

L

度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不超过6.7亿元。
针对子公司失控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
者曾致电亚太药业进行采访，并应对方工作
人员要求向对方发去采访函。截至记者发稿，
对方尚未进行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警惕ST股的投资风险
周科竞

近期ST股集体走强， 主要源于临

入下半场，甚至是最后的“博傻”阶段，

近年末， 投资者寄希望于这些ST公司

一些ST股距离最低点早已翻倍， 涨幅

能够完成保壳使命，然后获得新的三年

超50%的ST股更是不少，这也意味着，

上市交易价值， 但目前ST公司股价已

ST股板块中， 目前已经存在很大的获

经较高，投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同时

利盘。随着股价的走高，这些获利资金

投资者还要注意公司保壳失败的风险。

的兑现出局愿望也会愈加强烈。

ST股整体走强， 并非是由于哪一

投资者需要知道，ST股板块里一

家或者哪几家公司出现潜在的重组利

定有无法保壳成功的， 当这些个股一

好， 而是投资者对于ST公司因退市警

旦曝出无法成功保壳的利空消息，则

报而大幅下跌的股价进行的一种预期

可能成为ST板块整体回调的导火索，

反弹修正。 这就是说，ST股票的上涨，

届时，场内获利盘将会纷涌而至，导致

最佳定义是反弹走势， 而非强有力的

ST板块整体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形。而

上涨行情，反弹一旦结束，这些ST股票

对于高位接盘的投资者而言， 将有着

还是要进行价值回归的。

巨大的投资风险。

此前ST股票为什么会大幅下跌？

ST股的炒作说到底是一种预期炒

主要还是因为退市制度强化， 投资者

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ST板块的预期

担心自己持有的ST股票可能会在年报

炒作已经严重透支了个股的涨幅，多

公布后暂停上市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提

数ST股的投资风险在此时开始放大。

前退市，这对于股价来说肯定是坏事。

如果预期的利好能够出现， 最多是维

所以ST股票在今年前三季度经历了惨

持目前的股价不跌，或者少跌；而如果

痛地下跌， 甚至很多公司的股价已经

预期的利好迟迟未到， 那么相关ST股

低于面值， 出现了因破面而退市的风

就会出现大面积补跌的情形。

险。事实上，也确实有几家公司因为股

炒作ST股和普通股还有一个最重

价破面而退市， 这也导致投资者风险

要的区别，就是如果普通股买在高位，

意识进一步加强。

只要公司主营业务和业绩没什么大问

虽然一大批投资者通过“割肉”比

题，投资者可以长期持股待涨，随着公

赛卖出了ST股票， 但新的一批投资者

司未来业绩的增长， 投资者还是存在

或因为抄底， 或因为赌重组而新买入

解套的可能， 到时候最多是赔了时间

ST股票，所以在他们买入股票之后，也

成本。但ST股炒作则不一样，一旦投资

就有了推高股价的动机， 再加上时至

者买错，未来可能面临的是暂停上市，

年末，ST上市公司极有可能出台一些

甚至是强制退市，毫无安全边际可言。

保壳的措施。 在此前股价已经大幅下

所以本栏认为，现在投资者已经到

跌的背景之下，ST股只需要一些简单

了要警惕ST股票风险的时候， 如果保

的利好消息， 就能点燃市场的炒作热

壳成功，股价的涨幅也不会太大；如果

情。归根到底，市场对ST股只是炒作，

保壳失败，则股价有超大幅度下跌的风

并不是价值投资， 而炒作注定是短期

险。 如果还想让股价继续超预期上涨，

的，价值投资才是长久的。

则需要实质性的资产重组才行，但对于

到目前为止，ST股的炒作已经进

ST股而言，这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