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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鑫药业去年营收超13亿
将进一步布局工业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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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奥福环保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紫鑫药业 （
002118）4 月 29 日 晚 间 发 布
年年报，公司
2018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25
亿元，较上年同期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74 亿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53.15%；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净额较
前期得到大幅改善。
年报显示， 目前中成药与人参产品两大业
务仍是紫鑫药业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 2018 年
中成药实现营业收入 5.58 亿元，占总营业收入
的 42.11%； 人参系列产品营业收入达 7.51 亿
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56.69%。 从销售地区来看，
主要以东北地区为主，华北、华南为辅，其中华
南和华中地区销售规模有较明显的扩大， 以此
来看公司前期持续建设和完善市场营销网络的
努力已初步取得成效。
随着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应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人们的健康意识也
在不断得到提高， 这直接刺激了人参及其他保
健产品的消费需求， 为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
遇， 紫鑫药业表示其未来三年发展战略将极力
促成中成药、人参产业、基因测序仪三大产业齐
头发展。 同时，有计划地进入工业大麻领域。
其中， 人参产业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排头
兵，现已由战略储备期进入经济效益收获期，未
来公司将依托所掌握的先进加工技术， 积极开
展关键技术攻关，实现合理的结构调整，提升人
参产品的品质，使紫鑫人参成为国际、国内知名
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近日已与黑龙江省 34
家连锁药企达成人参销售战略合作协议， 全力
打造以 “
药品、食品、保健品”三店一体具有紫
鑫特色的第三终端， 在巩固药品销售的市场基
础上，全力开发和建设人参专柜，大幅提升公司
人参产品市场占有率。
作为目前广受资本市场关注的工业大麻业
务，紫鑫药业表示将进一步布局工业大麻领域。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Fytagoras 是欧洲境内为数
不多的允许合法进行大麻研究和开发的机构，
具有 20 多年植物研究的丰富经验。相较国内工
业大麻刚刚起步， 公司在工业大麻领域的技术
和经验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目前， 紫鑫药业已在柳河县成立了吉林紫
鑫汉麻研发有限公司， 旨在将全资子公司 Fy－
tagoras 在工业大麻领域的部分技术引进国内，
未来将依托 Fytagoras 的研发成果及国内提取
物的技术优势，提前布局相关领域，计划与国内
的科研院校、相关公司达成战略协议，通过共同
研发、合作分工、利润共享等机制，打造新的利
润增长点。 目前公司已与吉林省农科院签订了
《
工业大麻合作研究协议》， 展开关于工业大麻
种质资源的引进与交流， 包括工业大麻等不同
品种的种质资源，用于制药等产业。

宁波建工获佛山国资入主
或介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随着 4 月 29 日的一纸公告，资本重地的
宁波迎来了又一家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转让。
股权交割完成后， 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将成为宁波建工（
601789）的新任控股股
东。 对此，宁波建工董事长徐文卫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此次控股权的转让将会给宁波建工
带来业务增量， 上市公司有望介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
目前，外省市场业务量仅占宁波建工总业
务量的 20%，较其他大型建筑企业 50%的外省
市场份额，宁波建工则相对偏弱。”徐文卫表示，
此次控股权的转让， 使得宁波建工在继续深耕
浙江省内市场的同时，有望进入广东市场，实现
在宁波与广东两个区域的协同发展。
据了解，佛山建投经过多年的发展，开创了
佛山市“
三旧”改造新局面，已成为佛山市城市
建设的重要力量， 并逐步参与到了粤港澳大湾
区、佛山市政工程、珠三角新干线机场、轨道交
通、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 拥有大量的优质城市更新和城市基础设施
类项目资源。
“
从控股股东的角度而言，此次控股权的转
让也有利于降低广天日月集团的经营风险。”徐
文卫指出，此举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去金融杠杆。
据介绍， 目前控股股东广天日月集团的有息负
债为 13 亿元左右， 每年面临的财务成本在
8000 万元左右。 随着控股权转让的完成，广天
日月集团将获得 15 亿元资金，其所面临的经营
风险将得到化解。
同时，对于未来的税收安排问题，宁波建工
董事会秘书李长春表示， 尽管控股权被外地企
业所取得，但宁波建工的注册地不会变更，仍然
是注册在宁波的上市公司。
李长春称，佛山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
城市，若能在佛山开创出宁波建工的品牌，那么
无论是对企业的价值提升还是将来可持续发
展，都能形成一定的支撑。

4 月 29 日晚间，科创板受理名
单再增两家，累计已受理企业为 95
家，截至证券时报记者发稿，已问询
企业总数为 78 家。
具体来看，嘉必优、奥福环保两
家新受理企业在上市标准方面均选
择了第一套标准。其中，来自武汉的
嘉必优成立于 2004 年 9 月，公司主
营业务包括多不饱和脂肪酸 ARA、
藻油 DHA 及 SA、天然 β-胡萝卜素
等多个系列产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
售， 产品广泛应用于婴幼儿配方食
品、膳食营养补充剂和健康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领域。 与贝
因美、伊利、雅士利、汤臣倍健、安琪
酵母等企业均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
系。可比公司主要有金达威、量子生
物、圣达生物等。
本次，嘉必优预计融资 5.45 亿
元， 拟投入微生物油脂扩建二期工
程项目、 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
囊生产线扩建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财务数据显示，2018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86 亿元，实现净利
润 9782.84 万元。 近三年公司研发
费 用 占 比 分 别 为 7.52% 、5.96% 、
5.72% 。 可 比 公 司 均 值 分 别 为
4.09%、4.18%、4.69%。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是否符合
科创板定位一栏中， 嘉必优分别从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
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等多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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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了阐述。 例如，申报稿显示，公
司以生物技术为立足之本， 集成工
业菌种定向优化技术、 发酵精细调
控技术、高效分离纯化制备技术，通
过可持续的微生物合成制造方式，
为全球营养与健康领域的客户提供
高品质的营养素产品与创新的解决

方案， 直接面向生物产业的世界科
技前沿等。
股东方面， 武汉烯王持有嘉必
优 59%股份，为控股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易德伟。
另一家受理企业奥福环保来自
于山东省德州市，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其专注于蜂窝陶瓷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 以此为基础面向大气污染
治理领域为客户提供蜂窝陶瓷系列
产品及以蜂窝陶瓷为核心部件的工
业废气处理设备。 公司生产的直通
式载体、DPF 产品主要应用于柴油
车尤其重型柴油车尾气处理，VOCs

废气处理设备主要应用于石化、印刷、
医药、 电子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的处
理。 可比公司主要有久吾高科、国瓷材
料、海湾环境。
本次，奥福环保预计融资 5.77 亿
元，年产 400 万升 DPF 载体山东基地
项目， 年产 200 万升 DOC、160 万升
TWC、200 万升 GPF 载体生产项目，山
东生产基地汽车蜂窝陶瓷载体生产线
自动化技改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奥福环保表示， 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投向科技
创新领域。 公司利用原有、新建车间扩
大产能、实现产品多样化，实现多种类
蜂窝陶瓷载体自动化、批量化生产；建
立研发中心， 持续挖掘蜂窝陶瓷领域
的应用技术， 进一步强化公司对前沿
技术的研究开发能力， 满足蜂窝陶瓷
载体市场的新兴需求， 巩固公司在行
业内的技术领先地位。
财务数据显示，2018 年奥福环保
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2.48 亿
元、4679.89 万元。 近三年公司研发费
用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分 别 为 8.09% 、
6.01%、6.52%。 行业平均水平分别为
6.44%、5.74%、4.54%。
股东方面，潘吉庆、于发明和王建
忠， 合计持有奥福环保 51.27%股份，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雅戈尔：不再开展非主业领域财务性股权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服装、地产和投资，曾是雅戈尔
（
三驾马车”。不过，公司拟
600177）“
在上市 21 周年之际，对发展战略进
行重大调整。
4 月 29 日晚间， 雅戈尔公告
称， 公司拟对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
整， 未来将进一步聚焦服装主业的
发展， 除战略性投资和继续履行投
资承诺外， 公司将不再开展非主业
领域的财务性股权投资， 并择机处
置既有财务性股权投资项目。
作为 A 股市场的参与者， 雅戈
尔曾在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一度被
调侃为被服装实业耽搁的“
股神”。
雅戈尔首次涉足金融投资可以
追溯到 1999 年，当时既有政策方面
的原因，也有对产业发展、多元化战

略的考量。 1999-2005 年期间，雅戈
尔陆续投资了中信证券、广博股份、
宜科科技（
后更名为汉麻产业、联创
电子）、宁波银行等。 2005 年，股权
分置改革全面铺开， 资本市场步入
了快速发展期， 雅戈尔持有的金融
资产市值急速增长， 一度超过 200
亿元。
公告指出，在此后的 10 多年，
雅戈尔见证了资本市场的高速发
展，也随之经历了投资收益的起伏
波动，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了估值判
断的复杂化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
性。 基于资本市场的价值体系，多
元化经营的公司通常被给予较低
的估值。 因此，在雅戈尔创业 40 周
年之际，为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
目标，公司拟对发展战略作出上述
调整。

截至 2019 年 3 月末，雅戈尔投
资项目共 39 个， 投资成本 304.55
亿元， 期末账面值 320.2 亿元。 其
中，涉及的上市公司包括中信证券、
美的置业、金正大、创业慧康、联创
电子、 宁波港， 持股比例分别为
4.45% 、10% 、4.26% 、3.96% 、5.28%
和 15.25%。
公告显示， 雅戈尔拟对财务性
股权投资的存量项目， 除履行原有
投资承诺外，根据不同的投资特点，
采取二级市场减持、协议转让、期满
后退出、上市后退出等不同的策略，
择机进行处置。
对于此次战略调整的影响，雅
戈尔称，公司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
新会计准则》，将除长期股
权投资以外的金融资产指定为 “
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价值波动和
处置均不影响当期损益， 仅分红收
入可计入当期投资收益从而影响当
期损益；另外，宁波银行作为公司长
期持有的战略性投资项目， 将为公
司提供稳定回报。
同时，雅戈尔还指出，基于公司
已经明确聚焦服装主业的战略思
路， 为了减少资本市场波动对公司
的不确定性影响， 使得投资者以及
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认识、 判断更清
晰、更明确，公司拟不再新增非主业
领域的财务性股权投资， 并择机处
置既有财务性股权投资项目， 集中
资源深度挖潜， 争取推动雅戈尔的
服装主业迈上新的台阶。
同日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
显示， 雅戈尔 2018 年实现营业收
入 96.35 亿元，同比减少 2.0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7 亿
元，同比增长 1139.14%；扣非后净利
润 30.99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1.03 元/
股。 2019 年一季度报告显示，雅戈尔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25.78 亿元，同
比增长 5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7.5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8.02%；扣非净利润 6.92 亿元；基本
每股收益 0.21 元。
年报显示，雅戈尔拟 10 转 4 派 5
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7.9 亿元。 数
据显示，上市 20 年来，雅戈尔从资本
市场募集 71 亿， 累计分红 150 亿，公
司上缴税收 250 亿； 企业的净资产从
10 亿增加到近 300 亿。
另外，雅戈尔披露拟回购预案，回
购金额 25 亿元-50 亿元，回购价格不
超 10 元/股。 二级市场显示，截至 4 月
29 日，雅戈尔收盘价 9.18 元/股。

一汽夏利牵手南京博郡 合资打造新能源汽车
证券时报记者 魏隋明
4 月 29 日 晚 ， 一 汽 夏 利
(000927)公告称，为实现资源优势
互补，共同开发新能源汽车市场，谋
取更大的经济收益， 公司拟以整车
相关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负债出
资， 南京博郡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博郡”） 以现金出
资，在公司所在地成立合资公司，生
产新能源车型。双方已于 4 月 29 日
在公司签署 《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
框架协议书》。
根据协议， 合资公司注册在天
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 578 号， 即现
在一汽夏利所在地。同时，南京博郡
同意， 合资公司本着双向选择的原
则， 优先并尽量多地聘用一汽夏利
员工。 另外，南京博郡保证，在未来
新产品投放和发展规划中， 优先保
证合资公司的产能得到充分利用。
资料显示， 南京博郡 2016 年
12 月 13 日成立， 法定代表人黄希
鸣，注册资本 1.27 亿元，经营范围
包括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研发、制
造、销售，以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据悉， 博郡汽车前身是美国先
进车辆技术有限公司（
AVT）和上海

思致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这两
家公司先后成立于 2007 年 、2008
年。 两家公司主要是为全球数百台
车型包括燃油车、 混合动力和纯电
动车型提供了底盘设计和整车性能
开发服务。 上海思致汽车目前已是
南京博郡新能源旗下子公司。
博郡汽车有一支近 1000 人的
团队，在底特律，中国上海、南京、北
京建有研发中心， 南京工厂在建设
当中。另外，博郡汽车号称自己坚持
自主研发模式，已拥有底盘平台、三
电系统、 轻量化和 ADAS 方案等核
心技术； 自主正向研发了博郡 iSP、i-MP、i-LP 三大平台。
今年 3 月底，一汽夏利的股价出
现异动， 一度从 3 月 27 日收盘时的
3.77 元/股， 飙升至 4 月 12 日的 7.52
元/股，区间最大涨幅翻倍。 这与市场
传闻的一汽夏利转战新能源汽车不
无关系。4 月 4 日晚，一汽夏利发布公
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与国内新能源汽
车企业进行合作， 生产新能源汽车。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一
汽夏利股票于 4 月 8 日复牌。
一汽夏利走到这一步或许也是
无奈之举。 4 月 1 日，一汽夏利发布
的 2018 年业绩报告显示， 过去一
年，一汽夏利的营业收入约为 11.25

亿元，同比下滑 22.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730.84 万
元，同比增长 102.27%；但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63 亿元，
同比增长 24.2%。
业绩盈利背后， 是一汽夏利接
连变卖资产所致。 2018 年 10 月 29
日，一汽夏利作价约 29.23 亿元，向
控股股东一汽股份转让其所持一汽
丰田 15%的股权，短期内解除了连
续亏损的困局。但至此，一汽夏利所
持有的被称为“
利润奶牛”的一汽丰
田股份已基本卖光。
雪上加霜的是， 一汽夏利旗下
骏派品牌仍销量不振。 去年全年一
汽夏利累计销量约为 1.88 万辆，同
比下滑 30.57%。
同日公布的 2019 年一季报显
示， 一汽夏利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34 亿元，同比下降 64%；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99 亿
元；扣非后净利润-2.29 亿元。 基本
每股收益-0.12 元。
一汽夏利称，建立合资公司，有
利于公司现有产能的充分利用，充
分发挥公司在整车生产制造方面的
管理和技术经验积累， 利用南京博
郡在新能源产品开发和机制方面的
优势，双方实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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