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证券
2019年2月2日 星期六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8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其龙 版面 / 素珍 校对 / 顺顺

名称
亿晶光电

京运通

长电科技

岱美股份

蔚蓝生物

恒为科技

名称
N恒铭达

拓日新能

迪威迅

奋达科技

罗普斯金

天润数娱

收盘价
3.25

3.61

9.78

20.66

31.76

23.52

收盘价
26.96

3.14

4.46

3.81

4.90

3.27

涨幅（%）
10.17

10.06

10.01

10.01

10.01

10.01

涨幅（%）
44.02

10.18

10.12

10.12

10.11

10.10

名称
大晟文化

康隆达

长江投资

全柴动力

松发股份

飞乐音响

名称
棒杰股份

乐通股份

福建金森

宜华健康

中利集团

百洋股份

收盘价
6.38

24.55

5.44

7.46

17.50

2.65

收盘价
4.05

11.45

16.86

12.38

7.33

6.78

跌幅（%）
-10.01

-10.01

-9.93

-8.35

-8.23

-7.02

跌幅（%）
-10.00

-9.98

-9.98

-9.96

-9.95

-9.84

名称
庞大集团

农业银行

永泰能源

工商银行

康美药业

中国银行

名称
ST康得新

京东方Ａ

东方财富

大华股份

国海证券

分众传媒

收盘价
1.20

3.72

1.62

5.65

6.42

3.68

收盘价
4.00

2.62

13.28

13.60

4.86

5.65

成交额（万）
23090

65666

26832

81173

84432

46403

成交额（万）
151368

72101

199947

193625

66656

76359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5.60

5.55

10.84

7.05

6.08

3.88

5.92

3.19

5.45

涨跌幅（%）
+5.66

+2.59

+3.53

+3.68

+2.88

+2.92

+2.60

+2.57

+1.30

成交量（手）
71098

118768

10502

37087

150367

12678

5149

50921

2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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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曾经拍下巴菲特的午餐，但是却
没有改变公司成为 A 股亏损王的局面。深
交所 1 月 31 日对天神娱乐下发关注函，要
求公司逐项列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并
购资产形成商誉的具体事项、时间、金额及
历年来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并说明
是否存在利用形成商誉相关资产进行利润
调节等。

业绩暴雷引来深交所关注函业绩暴雷引来深交所关注函

1月30日晚间，天神娱乐发布业绩修正
公告，大幅下修业绩预期，预计 2018 年净亏
损73亿元至78亿元，成为至今预亏最多的上
市公司。而此前，其预估业绩为净利润0到
5.1亿元。

对于这一业绩大暴雷，天神娱乐公告将
其归因为三个方面：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约为49亿元；公司或其子公司对其出资份额
预计计提减值准备8.2亿元，预计承担超额损
失15亿元；对股权投资预计计提减值准备约
为7.5亿元。

1月31日午间，深交所向大连天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去中小板关注函。关注
函中，深交所要求公司对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并购基金出资份额计提减值准备及承担超额
损失作出书面说明。并逐项列示公司对联营、
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的投资情况，并结合
其经营业绩情况，详细说明以前年度减值准备
计提的具体情况及充分性，在2018年集中计
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请年审
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深交所要求该公司在 2019 年 2 月 14 日
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并
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大连证监局上市公司监
管处。

朱晔曾花朱晔曾花15001500万与巴菲特午餐万与巴菲特午餐

天神娱乐的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晔一直
以来在文化产业并购圈名气不小。2015年6
月，朱晔斥资1500万人民币拍得了巴菲特的
慈善午餐。当时朱晔只有38岁，此举让其在
国内声名大噪。不仅被各路媒体追逐，还上
了各种创业真人秀，成了导师级人物。

而对于这次午餐的谈话内容，朱晔接受
采访时表示，巴菲特分享了自己在教育、投资
等领域的经验，并对朱晔介绍的中国及中国
创业者的现状表示了肯定和兴趣。

在朱晔看来，巴菲特提到投资的诀窍是：
投资自己看得懂的东西。午餐后，朱晔在朋
友圈中感慨道，“大道至简，贵在坚持。”

事实上，朱晔本人也是一把运作资本的
好手。1999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专
业的朱晔，毕业后进了中国互联网信息中
心。而朱晔似乎并不想捧着事业单位的铁饭
碗，在2年后离开下海创业，并于2009年创办
了天神娱乐的前身——一家页游公司，凭借
其300万元的投资，三年便登陆资本市场，成
功借壳上市。上市后的天神娱乐估值达24.5
亿，是 2012 年光线投资时 10 亿估值的近 2.5
倍。

频频并购企业累计商誉暴雷频频并购企业累计商誉暴雷

朱晔显然不愿意只深耕游戏领域，而是
有更大的野心。他在公司上市后就迫不及待
展开一系列资本运作，用外延式并购的手法
不断拓展业务链。

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朱晔完成了12起
并购，涉及网游、手游、影视等产业。网罗了
雷尚科技、妙趣横生、幻想悦游、乐玩、一花科

技等一批游戏细分市场龙头，合润传媒、
AVAZU、为爱普等在互联网广告及品牌营销
行业的翘楚也加盟天神战队。

朱晔最得意的一次短线阻击出现在与巴
菲特午餐后的第四个月——花13.23亿元买
了儒意影业的部分股权，过了九个月后卖出，
天神娱乐净赚2.94亿。

朱晔还发挥了其独到的眼光，将《琅琊
榜》《遮天》《将夜》《武动乾坤》等大IP的游戏
改编权拿到手，更是独具慧眼地发掘了《余
罪》这一IP。

随后被拍成网络剧的《余罪》点击量达到
了惊人的40亿次。在不停买买买的过程中，
朱晔逐渐构筑了一个影视、游戏、应用分发、
互联网广告等板块间相互协作的泛娱乐版
图。而构建这一版图保守估计花去了天神娱
乐 110 亿元以上的资金，这也埋下了天神娱
乐暴雷的隐患。

频繁地并购却没有子公司达到承诺的预
期收益，使天神娱乐的商誉大幅累计。截至
2018年三季度，其商誉已经达到了65.35亿，
占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的47.8%。

记者了解到，商誉类似经济学里的“租
金”概念。比如一家游戏公司的净资产为 1
亿，每年产生1亿的净利润，如果收购价可能
是10亿，差额的9亿就是商誉。大量的投资
并购行为，必然为公司带来天量商誉加持。
如果这一收益预期不达标，那么就可能计提
商誉减值。

而本次天神娱乐在修正公告中称计提商
誉减值49亿，成了最大的一个亏损原因。

成也创始人败也创始人成也创始人败也创始人

业内人士认为，公司大规模商誉减值也
与近两年投资的影视资产有关，包括微影时
代、工夫影业和嗨乐影视几家天神娱乐参股

的头部影视公司，都受到了市场环境萎缩等
影响，整个产业遇冷。

2018年5月，朱晔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
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因为朱晔身兼多个公
司的法人或股东，至今也没有明确其被调查到
底是因为何事。消息一出，公司股价立刻跌
停。朱晔股权反复抵押一事也被曝出。

4个月后，朱晔发布了一封极为煽情的内
部信，辞去一些天神娱乐董事会和高管职
务。就在朱晔宣布去职的一周后，天神娱乐
发布了1.35亿元贷款逾期的公告。就像打开
了潘多拉的魔盒，随后便是天神娱乐纷至沓
来的各种公司贷款、担保、股权质押、股东股
份被轮候冻结等资金层面的公告。

股价一路大跌，1月31日更是整日被封
停在跌停板上，股价报4.26元/股，仅有最高
价时44.31元的不足一成。

据《北京青年报》

世界黄金协会1月31日发布报告，
显示全球中央银行 2018 年买入的黄金
达大约半个世纪以来最多。报告写道，
全球央行去年买入黄金净值 270 亿美
元，其中俄罗斯央行净买入创历史新
高。

全球央行去年买入651.5吨黄金，比
2017年多74%，“全球2018年消费4345.1
吨黄金，这一数字在 2017 年为 4159.9
吨”。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多家央行大
量买入黄金，说明新兴市场面对日益紧
张的全球贸易形势，努力使手中巨额美
元储备多元化。报道援引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全
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货币份额下
降至5年来低点。

多家央行对黄金趋之若鹜，助推国

际黄金期货价格 2018 年下半年震荡上
行。金价在 2018 年上半年下跌大约
10%。

位于英国伦敦的智库货币金融机
构官方论坛说，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
央行不断增加黄金储备，现在共计持有
大约价值1.4万亿美元的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俄罗斯
去年买入 274.3 吨黄金，是迄今最大
净买入。买入黄金的资金主要来自
出售美国国债。这使俄罗斯黄金储
备 达 到 2066 吨 ，价 值 大 约 870 亿 美
元。

去年，一些欧洲地区的央行同样加
入购买黄金的队伍，如匈牙利和波兰。
净卖出国包括澳大利亚、德国、斯里兰
卡、印度尼西亚和乌克兰。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记者高伟）2018
年，中国房地产行业整体业绩规模进一步增
长。1月31日，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百强房企全年的销售金额同
比增长35%。

同时，百强房企各梯队销售金额门槛进一
步提升。其中，碧桂园等前三家房企业绩规模
已全部超过5500亿元。此外，2018年全国千
亿房企数量达到30家，相比2016年、2017年的
12家和17家有了较大幅的增加。其中，阳光
城、中南、富力、正荣、金科、中梁、金茂、融信等
13家房企都在2018年迈入千亿房企行列。

根据13家新晋千亿房企2018年业绩增长
情况来看，同比增幅普遍高于销售业绩前30
强房企45%的平均水平，其中金科、金茂、祥生
同比增幅较为明显，2018年全年，金科共实现
合同销售额1291亿元，相比上一年增长90%。

在土地投资方面，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百强房企的投资态度总体保持谨慎，且下
半年谨慎的态度进一步升温。2018年百强企
业拿地销售比为0.38，与2017年0.59的平均
水平相距甚远。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记者吴雨 刘玉
龙）中国人民银行1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了800亿元逆回购操作。因当日无央行逆回
购到期，故实现净投放800亿元。

央行 1 日发布的公告称，为对冲现金投
放、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 800 亿元
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4天，中标利率为2.7%。

近日，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小幅下行。1
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
显示，隔夜利率为2.1%，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13.8个基点；7天和14天利率分别为2.722%、
2.843%，分别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3.4 个和
13.6个基点；一年期利率为3.241%，较上一个
交易日下行1.1个基点。

新华社上海2月1日电（记者潘清）
农历狗年收官日，A股主要股指全线反
弹，上证综指收复2600点。前期走势疲
弱的“中小创”当日表现抢眼，两指数双
双实现3%以上的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2597.78点高开，全
天 都 在 红 盘 区 域 运 行 。 早 盘 下 探
2590.55点后，沪指开始缓步上行，轻松
突破 2600 点整数位。尾盘沪指以次高
点 2618.23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33.66点，涨幅为1.30%。

深证成指收盘报7684点，涨204.78
点，涨幅达到2.74%。

前期走势疲弱的“中小创”当日表
现抢眼。创业板指数大涨 3.52%，收报
1271.27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5004.49
点，涨幅也达到了3.47%。

股指上行的同时，沪深两市个股普
涨，仅百余只交易品种收跌。不计算ST
个股，两市40多只个股涨停。中小板新股
N恒铭达挂牌上市，首日涨幅约为44%。

除银行板块逆势微跌外，其余行业
板块均录得正涨幅。半导体板块表现强
势，整体涨幅逾4%，生物科技、仪器仪表、
医疗保健等多个板块涨幅超过3%。

沪深 B 指同步收升。上证 B 指涨
1.18%至 275.32 点，深证 B 指涨 2.09%至
874.80点。

尽管股指走升，沪深两市成交并未
能有效放大，分别为1115亿元和1502亿
元，总量降至2600亿元附近。

天神娱乐如何成为A股亏损王

全球央行买入黄金创半个世纪最多

狗年A股收官日：

主要股指全线反弹

央行开展

8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全国千亿房企

数量达到3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