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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金系旧部乔志城空降紫光古汉

有分析认为，乔志城的医药背景将助力紫光集团打造强有力的医药平台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清 华 紫 光 系 药 企 紫 光 古 汉

（

000590

） 日前宣布前董事长李义辞

职，同时提名乔志城担任候选董事，该

事项将于下周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如无意外， 乔志城将顺利当选为紫光

古汉董事，同时成为继李义之后，再度

空降紫光古汉的核心高管。 而此番紫

光古汉空降的董事乔志城还有一个特

殊身份，即涌金系前成员。

与北大方正系类似， 在紫光系帝

国中， 医药产业并非一开始就是集团

核心产业。

1999

年

11

月紫光股份上

市后， 紫光集团谋求在医药领域形成

突破， 次年即从衡阳国资局手中受让

了紫光古汉前身古汉集团的控股权。

至今清华系已控制紫光古汉达

13

年

之久， 紫光古汉也成为紫光系唯一的

医药类上市平台。

资料显示，乔志城

1998

年起即任

职于涌金集团，当时年仅

26

岁，涌金

系则经过

1994~2002

年的长期积累，

在随后的

6

年间达到顶峰。 乔志城在

涌金集团工作的

5

年正好是涌金系完

成资本积累的后期阶段。据了解，乔志

城在这

5

年间迅速获得了涌金系掌门

人魏东的提点， 并逐渐成为涌金系核

心成员之一，曾担任涌金集团副总。

不过在

2004

年之前， 乔志城将主

要精力用于资本运作，并未全面涉足医

药行业，千金药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从

2002

年起，涌金系密集涉足医

药领域， 先后收购了湘籍名企九芝堂

和千金药业，并于

2004

年成功运作千

金药业上市， 此时乔志城以投资总监

的身份进入千金药业。自此，乔志城正

式进入医药实业领域并与医药结缘，

先后担任千金药业总经理和副董事

长，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乔志城始终

未离开医药行业。

随着

2008

年魏东的离世，涌金系

也悄然落幕。

2010

年

10

月，乔志城撤

离涌金系，加盟复星医药，担任副总、

财务总监。直到今年

7

月份，乔志城被

紫光集团聘任为高级副总裁， 日前又

被紫光集团推选为董事候选人。

齐鲁证券医药行业研究员裘倩倩

对此表示， 相对于前董事长李义的电

子科技、房地产相关从业背景而言，乔

志城在医药方面长达

9

年的经验更加

适合于公司的发展。在裘倩倩看来，紫

光古汉在这个时点引入明星职业经理

人将有助于资源转化为业绩， 提升资

源价值。 此前乔志城任职千金药业期

间， 该公司拳头产品妇科千金片营收

在

5

年内从

1.86

亿元跃升至

5.08

亿

元，最终成为妇科中药第一品牌。

另据了解，李义于

2009

年

6

月空

降紫光古汉时，属临危受命。当时紫光

古汉遭遇大规模人事变动， 且业绩岌

岌可危， 而李义的任务则是稳定紫光

古汉阵局。 去年李义在接受衡阳当地

媒体采访时， 曾将自己在执掌紫光古

汉期间的工作总结为“收回销售权、维

权南岳制药厂、收回衡阳制药厂”。

李义辞职后，紫光古汉董事方继文

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紫光集团内部一

位不愿具名的人士昨日对记者表示，如

无意外，乔志城将顺利当选为紫光古汉

董事并继任董事长一职，在这位人士看

来，经过复星医药

3

年的磨砺，乔志城

的医药管理经验更为老到。

有分析认为， 乔志城将以医药及

资本运作资深人士的角色助力清华系

打造强有力的医药平台。 相比于北大

方正系旗下的北大医药等药企而言，

紫光古汉无论市值还是业绩均有进一

步提升的预期， 其主导产品古汉养生

精仍存挖掘潜力。

李勤夫交出

*

ST九龙控制权心有不甘

称官司还要继续打下去

证券时报记者 张昊昱

随着李勤夫同意移交控制权，

*ST

九龙（

600555

）控制权纠纷似乎告

一段落。 不过记者从接近李勤夫方面

的人士了解到， 李勤夫此次移交控制

权并非心甘情愿， 而是迫于在工商登

记上

*ST

九龙的法人代表和董事会

成员均已变更为海航方面人员， 再不

移交将面临法律风险。

“我们曾给上海市工商局发过三

份律师函， 表明选出以陈文理为董事

长的股东大会是有争议的， 法院已经

受理，在判决出来之前，不宜作变更登

记。很遗憾还是变更了。” 李勤夫委托

律师严义明对记者表示。

“海航昨天的公告掐头去尾地把

李勤夫的意思歪曲了。”上述接近李勤

夫的人士表示， 李勤夫本意并不是承

认海航选出的董事会， 而是基于工商

登记变更已经完成， 加上半年报披露

时间逐渐迫近才不得已作出让步。“先

交出控制权并不代表李勤夫认为自己

错了或者认可了海航的董事会， 官司

还会继续打。 ”

*ST

九龙今日公告了上海严义明

律师发来的 《关于办理上海九龙山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移交工作的通知函》

全文。 《通知函》重申了海航方面召开

股东大会改选公司董事会的前提是支

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而根据上海一中

院判决海航并未付清全部款项， 因此

海航召开股东大会以及选出董事会的

行为存在争议。

《通知函》称，李勤夫及原公司

董事会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但

为了保持公司经营稳定、 公司资产

安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李勤夫

及原公司董事会愿意在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判决前， 尊重公司登记

制度， 尊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作出的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董事、监事备案的结果，配合公司新

董事会做好公司印鉴、营业执照、资

产等移交工作。

此前， 李勤夫已于今年

1

月向上

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判令撤

销海航方面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审议通

过的涉及上市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改

选的

12

项议案。目前法院尚未对此案

作出判决。

“上海工商局已经对

*ST

九龙法

定代表人做了变更登记， 对董事会成

员也做了变更备案。 按照现行的法律

制度来看， 公司合法的法定代表人应

该是陈文理， 公司的合法董事会应该

是海航选出的董事会。 既然法律这样

认定，那就（把控制权）交给他。 ”严义

明告诉记者，“目前控制权还未开始移

交，但依法肯定要交，正在等海航跟我

联系。 ”

*ST

九龙同日公告， 收到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渤海银行诉浙江

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案的判决书。 嘉兴中院判令九龙山开

发公司偿还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借款

1

亿元， 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31.3

万

元。 公司董事会表示，为维护公司资

产安全及广大股东权益，在九龙山开

发公司将相关资料移交董事会，且相

应变更手续完成后，公司将责成九龙

山开发公司参与二审诉讼程序。

解决行业问题不能寄望行政化兼并重组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近期， 奶业兼并重组方案即将出

台的消息在资本市场流传。 加上今年

年初出台的九大行业兼并重组指导意

见，似乎哪个行业出现问题，监管部门

都会祭出兼并重组的灵药。实际上，兼

并重组不应该是解决行业问题的方

法，而是行业问题解决后的自然结果。

纵观国内多年来推行的行政化行

业兼并重组，其主要目的不外乎两个：

一是试图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

能，实现部分产能退出，从而改善行业

的盈利状况。其中，以钢铁、水泥、稀土

等行业为主要对象。另一种，是希望通

过兼并重组淘汰不规范企业， 让这些

行业在环境、卫生、质量和生产过程等

方面更加安全。 这种兼并重组， 以食

品、药品、煤炭等行业为主要对象。

事实上， 兼并重组并不是实现产

能合理调整和行业规范化的有效手

段。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行政化的兼

并重组只是把分散的产能整合到一个

名头之下， 整合本身几乎不考虑这些

产能应该如何相互协调。 再加上地方

保护主义等因素，最终的结果往往是，

产能虽然集中了， 但应该退出的产能

却仍然无法淘汰。

并且， 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增强

盈利能力而设计的兼并重组， 会给兼

并后的企业带来额外负担。 同时也导

致原本应该消亡的企业， 借助所谓的

兼并整合继续生存下去。 行政推动的

兼并重组因此不可能成为有效的缩减

行业产能的工具。

而从行业规范化的角度来说，煤

炭整合试图解决安全事故频发的问

题、 严重污染行业的整合意在降低环

境污染，但这种整合的实际效果如何，

似乎也很难说得清楚。 这种效果的不

明确，主要因素就在于行业标准不高、

行业监管松弛。

试想， 如果食品安全事故可以立

刻从市场上和法律上摧毁一个品牌或

者一个企业， 而不是让这个企业换个

东家、换个品牌继续存在，那么这个行

业的整体规范性将会迅速增强， 即便

这个行业比较分散，集中度不高。

在这方面，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例

子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这些经济

体内部，对企业生产安全、环境保护

和产品质量方面的高标准和强有力

的监管措施，使得行业随着自然的市

场淘汰而形成合理的行业竞争格局。

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马肉冒充牛肉的

事件，但其后果也足以让其他企业引

以为戒。

另一个例子是外贸行业。 随着发

达市场经济体不断提高行业准入标

准， 国内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企业不

断被倒逼技术升级， 未能完成技术升

级的企业自然被淘汰。 而这些行业几

乎从未发生过严重的产能过剩或产品

不安全的问题。 反倒是由于国内监管

不够严格，为了消化技术升级的成本，

这些企业时常有被曝光污染或生产安

全隐患的问题。

显然， 面对复杂的行业困境，一

律采取行政推动行业整合的政策，是

一种怠政， 在一定程度上是本末倒

置。 相反，只有对行业实行严格的行

业标准和行业监管，通过市场淘汰掉

多余的产能和不规范的公司，行业的

兼并重组才能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

的有效工具，才能真正让公司从并购

重组中受益。

王忠军减持华谊兄弟套现4亿

见习记者 杨苏

华谊兄弟（

300027

）今日公告，实

际控制人王忠军于近日累计减持

1100

万股。 以减持均价计算，套现金

额合计为

4.01

亿元。

华谊兄弟称，

8

月

20

日收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之一王忠军有

关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2013

年

8

月

16

日和

20

日，王忠军通过深交所大宗交

易系统， 分别减持无限售流通股合计

800

万股和

300

万股， 减持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

1.82%

。

华谊兄弟提示， 公司基本面未发

生变化。减持后，王忠军持有公司

1.47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24.32%

。并且，华

谊兄弟实际控制人、 控制股东王忠军

和王忠磊共计持有公司

31.64%

的股

份，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以减持均价计算， 王忠军减持金

额合计为

4.01

亿元。 公告显示，王忠

军仍然持有公司

2851.72

万股无限售

条件股，而且在减持价格方面，此前并

未在《招股说明书》等文件中做出最低

减持价格的承诺。

在

8

月

19

日举办的说明会上，华

谊兄弟董秘胡明对外表示， 王忠军本

次减持主要为孩子工作、个人理财、投

资新项目等原因所致， 投资的新项目

后期将会再注入到上市公司。

本次减持的背景， 为华谊兄弟股

价和业绩双双大幅增长。

2013

年

4

月

以来，华谊兄弟股价从

17

元左右上涨

至

40

元上下。

8

月

15

日，华谊兄弟公

布

2013

年中报显示，上半年净利润同

比增幅达

282%

。

茅台飞天53度酒跌破千元

与最高价比已遭腰斩

证券时报记者 颜金成

证券时报记者从众多购物网站及

实体购物商城了解到，贵州茅台飞天

53

度酒的销售价格已经跌破千元。 据

悉，茅台飞天

53

度酒零售价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一两百元一路上扬，到

2011

年最高时达

2000

多元一瓶。

在茅台网上商城，贵州茅台的五

星飞天

53

度酒和新飞天

53

度酒的价

格都还在

1500

元以上。 但是在京东

等众多购物网站上，从今年二季度就

陆续开始出现千元以下的茅台酒。

据记者了解，在主流实体店里，飞

天

53

度的价格还保持在千元以上，但

在个别商超，茅台飞天

53

度已经跌破

千元。 比如，在深圳山姆会员店，茅台

飞天

53

度的价格就已经低至

998

元。

去年，贵州茅台董事长袁仁国曾经要

求， 经销商必须坚挺茅台飞天

53

度

1519

元的价格， 团购价必须在

1400

元以上，乱价的区域，大区经理将遭降

职处分。

据悉，面对飞天茅台销售跌破千

元，茅台集团迅速采取了措施。 对于

经销商，茅台集团开始限制

53

度飞天

茅台的供货。 与此同时，茅台集团召

集一级经销商前往贵州开会，通知他

们回去消化茅台酒库存。 手里货源紧

张的经销商开始跟茅台集团沟通，随

后

53

度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略微出

现上浮，而飞天茅台的出厂价格也由

每瓶

819

元上调为

999

元。

但业内人士分析，正如之前茅台

要求保住

1519

元未果一样，在行业低

迷的大势下，企业的行为往往显得力

度有限。

实际上，随着行业进入深度调整

阶段，白酒价格下跌已经是大势所趋。

7

月上旬，茅台下调旗下迎宾酒、王子

酒、汉酱酒、仁酒等四个子品牌的终端

价格，最高降幅超

50%

。 至此，茅台中

高低端产品全线降价。

有媒体报道称， 目前，

52

度的五

粮液出厂价是

729

元， 但是从经销商

手里

600

多元就可以拿到货。 以前每

瓶酒能赚五六成利润的日子已经一去

不返，现在经销商只能指望酒厂返点。

五粮液承诺， 要以返点的形式对经销

商进行补贴， 但是目前尚未推出具体

补偿方案。

洋河股份董事长、 党委书记张雨

柏公开表示，洋河不会降价，称价格的

坚持非常重要。但是，洋河也在向中低

端市场进军。张雨柏称，今年公司市场

重心将下移， 看重大众市场和乡镇市

场， 并认为大众消费和商务消费将会

成为重点。

逾千家公司披露半年报

第二季度净利增速加快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昨日深沪两市

A

股共有

155

家

上市公司披露

2013

年半年报， 由此，

截至

8

月

20

日已有

1078

家

A

股上

市公司披露半年报。 根据

Wind

统计，

上述上市公司在今年第二季度实现的

净利润同比、 环比均出现较为明显的

增长。

Wind

的统计显示，上述上市公司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2.2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7%

； 实现净利润约

1979.4

亿元，同比增长

11.6%

。从单个

季度来看，今年第二季度，上述公司实

现净利润约

1070.7

亿元， 同比增长

12.2%

，环比增长

17.8%

。

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上市公

司的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不仅净利润

同比增速快于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

速，而且扭转了

2012

年二季度业绩同

比下降的局面。同时，今年第二季度净

利环比增速还超过

2012

年第二季度

的环比增速

16.4%

一个百分点以上。

除了业绩整体向好， 上市公司亏

损面也在逐步减小。今年上半年，上述

A

股上市公司中累计亏损的有

112

家，其中第二季度亏损的有

123

家，第

一季度亏损的有

152

家。 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上市公司亏损情况有所好转。

从单个公司看， 截至

8

月

20

日，

棕榈园林成为第二季度业绩环比增长

最快的公司，业绩环比增长

8518.5%

。

棕榈园林在中报中表示， 由于行业整

体环境受“新国五条”调控政策与地方

政府限价调控手段的影响， 市场短期

遇冷。但从二季度开始，行业投资环境

全面回暖，公司设计、施工、苗木三大

主营业务的订单和收入均快速增长。

第二季度业绩环比增长超过

100%

的公司总数有

242

家， 这些公司中，又

有

43

家公司第二季度业绩的同比增速

超过

100%

。 其中包括三友化工、 康耐

特、中航精机和驰宏锌锗等公司。

虽然整体业绩向好， 但也有个别

公司在第二季度表现不佳。 在第二季

度净利润同比、 环比均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的公司中，医药类公司相对较多，

包括胶囊制造类的通化金马、 青海明

胶， 以及普药制造商三精制药和四环

药业等。

升华拜克公布3亿产业基金细则

见习记者 杨苏

原料药企业升华拜克（

600226

）出

钱，浙江产业资本巨头出人出力，双方

联手进行产业整合并购。 公司今日发

布关于产业基金的补充公告， 详细披

露了服务费及业绩奖励。

8

月

20

日，升华拜克公告拟与浙

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专门为公司产业整合服

务的产业基金， 以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为主要的投资方向， 规模不超过

3

亿

元。 其中升华拜克以自有资金出资

98%

，天堂硅谷出资

2%

。

升华拜克称， 该产业基金作为升

华拜克产业整合的主体， 围绕公司既

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开展投资、并购、整

合等业务， 提升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

的龙头地位。 天堂硅谷将围绕协议约

定的投资方向为公司提供投资对象的

发掘、推荐、调研及论证等服务，每年

与升华拜克共同考察

3

家以上的投资

对象。

尽管天堂硅谷出资比例很少，但

是天堂硅谷负责产业基金的日常经营

管理事务，任期三年。升华拜克则协助

天堂硅谷进行投资项目的筛选、立项、

组织实施，以及投资后的监督、管理及

投资项目退出等工作。

业绩奖励方面， 在产业基金完成

对投资对象投资后的三年内， 在持股

比例享有的投资对象三年经审计的年

均净利润， 占据产业基金对其投资额

的比例超过

10%

时， 天堂硅谷可以就

超过

10%

的收益部分提取

12%

或

20%

不等比例的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 依据项目的实际

投资进度分期到位， 产业基金存续满

三年后的六个月内， 升华拜克将收购

天堂硅谷持有的产业基金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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