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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处置“蜂蜜事件” 控股股东受让蜂业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蜂蜜事件”
2 月 11 日晚间，受到“
困扰的同仁堂（
600085）公布了子公
司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人员的处理
公告。
据披露，2018 年 12 月 15 日晚，
有关媒体报道了同仁堂下属子公司
同仁堂蜂业瓶装蜂蜜之受托加工方
回收过期蜂蜜、涉嫌更改
盐城金蜂“
生产日期”的新闻。 此事一经曝光，公
司和有关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即刻展
开调查工作。 经过全面调查核实取
证，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北京市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于 2019 年 2 月 11 日公布了
行政处罚结果。
滨海县市场监管局经调查认定，
同仁堂蜂业部分经营管理人员在盐城
金蜂进行生产时， 存在用回收蜂蜜作
为原料生产蜂蜜、 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的行为，违反了《
食品安全法》有关规
定，对此处以罚款 1408.83 万元。
大兴区食药局经调查认定， 同仁
堂蜂业 2018 年 10 月起生产的涉事蜂
食品
蜜中，有 2284 瓶流入市场，按照《
安全法》 有关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
111740.88 元，没收蜂蜜 3300 瓶。同时
吊销同仁堂蜂业食品经营许可证，自
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有关涉事人员自
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或者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管理工作、 担任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预计减少利润总额
据了解，事发后，同仁堂蜂业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 起 将 销 售 渠 道

中标示 为 “
受托方：盐城金蜂”的
全部瓶装蜂蜜进行了下架封存；
滨海县市场监管局、 大兴区食药
局已将涉事库存产品予以没收；
按照大兴区食药局认定的已流入
市场的涉事产品， 同仁堂蜂业依
法召回； 对于所涉产品的经销
商， 同仁堂蜂业将按合同承担相
应责任。
为确保食品安全，同仁堂蜂业
将对 2018 年 10 月以后标示为“
受
托方：盐城金蜂”生产的瓶装蜂蜜
再次进行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问
题的产品依法处置。
从财务影响方面看，截至 2018
年三季度， 同仁堂蜂业营业收入为
1.97 亿元，净利润为-87.3 万元，其
营业收入占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未经审计）104.77 亿元的
1.88%，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净利
未经审计）为 14.49 亿元。
润（
经公司初步核算， 根据上述处
理， 并充分考虑未来业务调整及相
关资产处置， 预计将减少同仁堂蜂
业 2018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约 1456.29
万元，减少利润总额约 11266.61 万
元；预计将减少公司 2018 年度营业
收入约 1456.29 万元， 减少利润总
额约 11266.61 万元，减少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约 5778.65 万元。
同仁堂还披露，除上述瓶装蜂
蜜以外，公司此前还有食品酒系列
采 用 委 托 加 工 模 式 ，2018 年 收 入
2096 万元、利润 115 万元。 鉴于上
述情况，公司深刻反思产品委托加
工模式，并已停止所有委托加工生
产，进行全面彻底的排查整顿。 公
司正在开展全系统的质量大排查
和专项整治工作，并对所有下属合
资合作企业现行的管理模式进行

全面梳理和评估， 以便切实提升管
理，加强管控。

《流浪地球》票房大卖
投资方频刷进账

控股股东
受让蜂业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作为今年最受追捧的春节档电影，
中国第一
截至 2 月 11 日 21 点，被誉为“
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
流浪地球》的
综合票房收入已超过 23 亿元。票房数据
一路猛涨， 上市公司投资方纷纷于新年
A 股开市首日收盘后宣布收益颇丰。

对于同仁堂蜂业后续处理方面，
鉴于同仁堂蜂业违法行为带来的不
良影响以及后续可能带给公司的不
确定性风险，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
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同仁堂
集团）提议，由其受让公司所持同仁
堂蜂业股权，以保护上市公司免受进
一步损害。
本次受让将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成本法和收
益法。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同仁堂
蜂业总资产 18218.12 万元， 净资产
5857.40 万元，收入 26525.01 万元，净
未经审计），该
利润-11379.15 万元 （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在 2 月 11 日晚间披露的还有
同仁堂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情况。 公
司董事会认为，鉴于同仁堂“
蜂蜜事
件”给公司造成的损害，公司总经理
刘向光、副总经理张建勋、副总经理
宋卫清严重失职。 经控股股东同仁堂
集团提出，同仁堂董事会审议，认为
上述人员不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同意对刘向光、张建勋
予以免职； 免去宋卫清副总经理职
务，工作另行安排。 在总经理选聘之
前，由公司党委书记、总审计师侯德
英代为履行职务。
同时， 公司也责成同仁堂蜂业对
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同仁堂蜂业董事
长张建勋、总经理张阔海、副总经理王
志永、韩会秀、胡艳红、盐城金蜂厂区
负责人王志军被予以免职， 副总经理
宁尚勇被进行诫勉谈话。

多家A股公司获益
流浪地球》 的主导
2 月 11 日晚间，《
投资方和出品方中国电影预计， 截至 2
月 10 日， 来源于该影片的收益为 9500
万元至 1.05 亿元。 鉴于影片还在上映中，
相关收益将随着票房增加而相应增长。
投资一部影片收益近亿元，这相当
于中国电影 2017 年全年收入 11.3 亿元
的 9%。 加上年前中国电影预计 2018 年
全年净利润将同比增长 45%到 60%，两
项利好叠加之下，新年开盘首日，中国
电影股价毫无悬念地大涨，盘中一度涨
逾 5%。
此外，A 股上市公司中 《
流浪地球》
的投资方还有北京文化、上海电影等。北
京文化 2 月 11 日晚间称，来源于《
流浪
地球》 的收益约为 7300 万元~8300 万
元。上海电影公告，《
流浪地球》的票房收
入已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50%，截至 2 月
10 日，公司来自该影片的综合收益暂为
120 万元至 160 万元。 文投控股称，投资
《
流浪地球》的收益约为 100 万元。
东方IC/供图

两公司业绩预减预亏引评级机构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在中 孚 实 业 (600595)、 贵 人 鸟
(603555) 双双披露 2018 年年报业绩
大幅预减、预亏的消息之后，引发了评
级机构的关注。 2 月 11 日晚间，中孚
实业和贵人鸟分别发布相关公告。

中孚实业关停子公司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此前，中孚实业在 1 月 31 日披露
2018年度业绩预减公告，预计 2018 年
实现净利润将亏损 18 亿~22 亿，较去
年同期下降 16 亿~20 亿。
对于业绩亏损的原因， 中孚实业
解释， 由于子公司林丰铝电用电成本
较高、亏损严重，经董事会研究决定，
将林丰铝电全面关停并进行产能转
移， 上市公司对其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约 7 亿元。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中孚实业 2018 年共计提
存货减值和坏账准备等资产减值损
失 3 亿元以上。
2 月 11 日晚间，中孚实业发布
《
联合评级关于中孚实业 2018 年度
业绩预减的关注公告》显示，委托联
合评级对其 “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进行相关
信用评级工作。截至公告出具日，中
孚实业委托联合评级进行信用评级
的存续期内公司债券 11 中孚债的
上次主体评级为 AA-，上次债项评
级为 AA-， 上次评级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
针对中孚实业 2018 年大幅预
减， 联合评级称已与中孚实业取得
联系， 并将进一步保持与中孚实业
的沟通， 以便全面分析并及时揭示
该事项对公司主体及其相关债券信
用水平可能带来的影响。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

联合评级发布 《
联合评级关于中孚实
业 2018 年度业绩预减的关注公告》的
落款时间是 2019 年 2 月 1 日。

贵人鸟销售收入下降
计提商誉减值
无独有偶，贵人鸟也在 2 月 11 日
晚公告， 联合评级将贵人鸟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列入可
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据
悉， 贵人鸟 1 月 31 日发布 2018 年年
度业绩预亏公告称，预计 2018 年年度
实现净利润与将同比出现亏损， 实现
净利润为-6.4 亿元到-8.2 亿元，扣非
净利润为-4.92 亿元到-6.72 亿元。
对于 2018 年净利润预计出现亏
损的原因，贵人鸟表示， 报告期内，该
公司自主贵人鸟品牌销售收入下降，
生产成本上升，销售费用上涨，导致自
主品牌营业利润出现亏损。报告期末，

贵人鸟对有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后，
发现存在减值迹象， 预计计提减值准
备约 7500 万元至 9500 万元。
另外，2018 年度， 贵人鸟因资产
处置损失以及购买的渠道资源费用
化处理，对上市公司当年度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预计减少本年度净利润数
约 2.66 亿元。。其中，因当期处置控股
子公司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亏损等损
失共计约 1.16 亿元； 公司向 14 个重
点省级经销商购买的销售渠道资源
交易金额约 1.5 亿元计入 2018 年度
销售费用。
贵人鸟 2 月 11 日晚公告显示，
鉴于业绩亏损对公司经营、 财务状况
可能产生的影响， 联合评级决定将贵
人鸟之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以及“
14 贵
人鸟” 的债项信用等级列入可能下调
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联合评级将持续对贵人鸟整体经

营情况、 资金流动性状况以及偿债资
金筹措进展进行关注， 并与公司保持
沟通， 以及时评估公司主体信用水平
及其所发行的“
14 贵人鸟”的债项信用
水平。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联合
评级是在 1 月 31 日发布公告称， 将贵
人鸟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相关债项信
用等级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
观察名单。
据了解， 中孚实业和贵人鸟的
2018 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均是 4 月
30 日，两家公司在正式披露 2018 年年
报之后， 公司主体及其相关债券信用
水平是否会发生变化值得关注。

北京文化连续成功押宝
北京文化近两年投资了不少精品电
影而颇受关注。 2 月 11 日 A 股新年开
流浪
门，北京文化随即一字涨停。 而在《
地球》春节档公映前夕，北京文化在 1 月
份涨幅超过 20%。
除《
流浪地球》外，北京文化近两年
连续成功押宝了多家票房大丰收的影
片，包括《
战狼 2》、《
我不是药神》等。 去
年《
我不是药神》大卖时，北京文化的股
价也曾连续涨停，在 2018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 5 个交易日中， 累计涨幅接近
40%，振幅超过 55%，北京文化总市值一
度突破百亿元。
流浪地球》 的票房收
据猫眼预测，《
入预计将超过 50 亿元，有望挑战《
战狼
2》国内电影史上最高票房地位。
投资《
战狼 2》时，单部影片为北京文
化 2017 年带来 3 亿元收入， 是其当年全
年总收入的 20%。 而去年《
我不是药神》上
映第 4 日时票房收入 13 亿元， 北京文化
称获得的票房收益约为 7000 万元。
2 月 11 日晚间， 北京文化公告称，
截至 2 月 10 日，公司来源于《
流浪地球》
的收益约为 7300 万元~8300 万元。
连续成功押宝电影的背后， 是北京
文化在影视项目方面储备丰富。 据该公
司 2018 年三季报披露，目前公司储备电
影项目超过 20 部， 其中 2019 年预计发
行 7 部，另有电视剧、网剧项目储备项目
超过 20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