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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9日讯 今天，
以“对话长江经济带 共建绿
色生态廊道” 为主题的2015
中国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发
展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来
自国家发改委、 湖南省科技
厅、长沙市政府、福田汽车集
团及互联汽车领域的专家学
者，围绕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互联汽车等话题进行了交
流与探讨。会上，长沙市经信
委、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与福田
汽车集团签署《关于福田汽车
集团长沙环境装备产业园项
目战略合作协议书》， 这也预
示着长沙市与福田汽车集团
共建绿色长江经济带的战略
思想与长远布局。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新
能源车企， 福田汽车集团积
极落实“新能源+互联汽车”
的战略探索。 目前其旗下的
福田欧辉客车的纯电动、即
充式纯电动、 液化天然气等
绿色动力产品已全面参与到
长沙城市绿色公交运营中。

■记者 胡信锋

上半年， 全省实施内联
引资项目3424个，实际到位
内资1937.28亿元，同比增长
13.0%。记者日前从省统计局
获悉，上半年，我省第一、三
产业内资引进快速增长，第
二产业利用内资略有下降。

前6个月， 全省第一产
业实际到位内资99.31亿元，
同比增长20.6%； 第二产业
实际到位内资1055.98亿元，

同比下降0.1%；第三产业实
际到位内资781.99亿元，同
比增长35.8%。

上半年，来湘投资前5位
的省份分别为： 广东744.99
亿元、北京243.29亿元、浙江
156.85亿元、 上海118.17亿
元、湖北112.44亿元。

上半年， 长株潭地区、
湘南地区、洞庭湖地区和大
湘西地区实际到位内资全

部实现12%以上的增长，其
中，长沙、郴州和岳阳是引
进内资最多的地市，分别引
入346.06亿元、216.71亿元
和213.78亿元。

我省国家级园区内资
“吸金力”有所增强，上半年
共引进内资项目243个，实
际到位内资250.81亿元，同
比增长15.3%。
■记者彭雅惠通讯员陈慧

我省第三产业受内资青睐

福田汽车
助力“绿色长沙”

7月28日，平安产险正式
完成50亿元10年期可赎回资
本补充债券的发行工作，成为
保险业内首家完成资本补充
债券发行的保险公司。在此之
前，平安产险已获中国人民银
行和中国保监会核准同意，成
为首家获批发行保险公司资
本补充债券的主体。作为国内
主要的财产保险服务提供商
之一，平安产险之前的资本补
充方式主要为股东增资和发
行次级定期债务。

平安产险方面介绍，本
次资本补充债券与之前次级
债的主要区别在于： 在发行
市场上， 资本补充债券可在
央行的监督管理下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在评级
方式上，资本补充债券采取了
双评级制，并支持债券投资者
采用付费模式进行信用评级。
有业内专家认为，本次平安产
险积极参与资本补充工具创
新，为保险业推进“偿二代”标
准、利用新方式补充资本金做
出了有益的探索，标志着保险
业在拓宽资本来源方面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年报披露数据 ，
2014年， 平安产险总保费收
入达到1428.79亿元，同比增
长23.83%， 市场份额居行业
第二；盈利能力保持良好，综
合成本率为95.3%。在业务发
展迅猛的同时， 2014年底平
安产险偿付能力充足率仍然
达到了164.5%， 达到了中国
保监会的较高类别的偿付水
平。 ■通讯员 王霄琦

记者 潘海涛

平安产险业内
首发资本补充债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谢璘蔚 朱时雨

九芝堂于7月9日发布了《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案），计划
以每股14.22元的价格，定向发行45835.49
万股股份用于收购友搏药业全部股权，由
此计算友搏药业整体估值高达65.18亿元，
相比账面净资产金额增值了360.13%。

记者注意到，从《报告书》（草案）发布以
来，就有投资者质疑“友搏药业的盈利能力畸
高，远高于同行水平，且在生产工艺并未改变
的情况下， 公司的产出数据与能耗比率不一
致”；同时，九芝堂的财务数据与现金流等数
据存矛盾之处，其信披真实性存疑。

友搏信披疑云

自6月九芝堂发布与友搏药业的重组
预案以来， 对于友搏药业的质疑就不绝于
耳，记者浏览股吧梳理发现，质疑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没有生产设备却有高额利润

有质疑者提出， 友搏药业的估值相对
于其2014年4.03亿元的净利润过高。

与此同时，有投资者表示“友搏药业经
营上还是存在疑点”。

报告书所提供的友搏药业固定资产成
新率变化数据显示， 友搏药业所标注出来
的22项主要生产设备中，有17项资产的成
新率超过了87.5%， 参照友搏药业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设置， 推算这些机器设备的实
际使用年限不超过2年， 这说明其在2012
年时并不拥有这些主要生产设备， 但在不
拥有这些主要生产设备的背景下， 公司竟
然能够在2012年实现超6亿元营收和3.22
亿元净利润，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成本上升，毛利率不降反升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产品销售信息，
友搏药业旗下仅包含了疏血通注射液这一项
主营产品， 该产品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则
为水蛭和地龙， 这两项直接材料占到友搏药
业主营业务成本的半数以上份额。

2014年，友搏药业的疏血通注射液产
品销售单价为每支9.06元， 相比2013年的
销售均价每支8.9元， 小幅增长了1.8%。同
时， 作为生产此项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水蛭
的采购价格，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据
了解，2014年该原材料的价格为每千克
1047元，相比2013年增幅高达37%。

投资者反映， 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数据
显示， 友搏药业的疏血通注射液产品毛利
率在2014年为82.37%， 相比2013年的
82.03%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出现了小幅
增长。投资者表示：友搏药业的主营产品盈
利能力为什么能够脱离产品售价和材料采
购价格变动的影响呢？

产量平稳，能耗猛降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产品生产数
据，该公司在2015年第一季度的产品产量
为3219.06万支， 相当于2014年全年总产
量11358.38万支的28.34%。

据了解， 友搏药业的主营产品项目在
2015年并未发生变更， 同时疏血通注射液
产品的生产流程和工艺也没有发生变更，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的生产能耗比与2014
年全年的生产能耗比数据应该大体相当。

但是事实上，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
友搏药业主要能源消耗数据，水、电这两项
主要能源在2015年第一季度的实际消耗
量仅相当于2014年全年消耗量的21%左
右， 这就意味着友搏药业的主营产品能源
消耗率在大幅下降。投资者存疑：这样的下
降幅度， 对于主营产品生产模式和流程并
未发生变化的公司而言，是如何实现的？

友搏药业借壳九芝堂疑云重重
友搏药业信披状况“不合常理” 九芝堂财务数据频“打架”

除了对友搏药业的各
项数据提出质疑，投资者对
于九芝堂也同样存在诸多
疑问。

销售数据自相矛盾

投资者对记者表示，九
芝堂披露的2014年半年报
显示，“湖南同安医药有限
公司” 以1094.46万元的销
售额成为九芝堂当期第一
大客户。

但事实上，“湖南同安
医药有限公司”并未现身于
该公司2014年年报的前五
名客户名单中，这也就意味
着针对该公司全年确认的
销售收入金额，不会超过同
期排名第五位的客户“北京
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对应的960.3万元，但是这却
很明显比半年报中已经确
认的销售收入金额少，且相

差了百万元以上。
根据年报披露的信息，

当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最大
的客户为“长沙市医疗保险
管理服务局”， 对应金额为
1217.07万元。

事实上，“长沙市医疗
保险管理服务局”也没有现
身于九芝堂2014年前五名
客户名单当中， 这意味着
2014年中九芝堂针对该客
户的销售收入金额，不会超
过同期排名第五位的客户
“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
公司” 对应的960.3万元。投
资者在问：“这是为何？”

现金流量飘忽不定

当然，投资者对公司财
务数据的质疑， 还有现金
流。

投资者疑虑的地方在
于， 该公司当年向排名前五

位的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
9306.09万元，占全部采购总
额的比重为14.61%，由此可
以计算出该公司当年的采购
总额高达63696.71万元。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九
芝堂现金流量表“采购商
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科目2014年全年发生额却
为47726.3万元，这相比总采
购额少了15970.41万元。这
就意味着该公司应付账款
科目余额，在2014年出现了
一定程度同比增加。

然而事实上， 从九芝堂
披露的2014年末资产负债
表数据来看， 应付账款科目
余额高达25253.39万元，同
比2013年末的6814.62万元，
大幅增加了18438.77万元，
远远超过了同期该公司总采
购额和现金流出的差额金
额。 投资者表示：“这样的数
据是不是令人怀疑呢？”

投资者对于友搏药业
和九芝堂的以上疑问，记者
于7月29日致电九芝堂，公司
董秘、总经理徐向平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将前
述情况反映给相关机构，机
构及财务顾问会进行相关

调查， 有必要会进行情况说
明。

徐向平进一步表示，九
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在财务
方面没有问题，目前股吧中
对各个公司都有各种传言，
各公司也不会一一回复，股

吧中投资者的质疑更多的
是个人观点。徐向平强调，对
于前述的各种疑问， 公司会
认真对待。目前情况下，还是
以公司公布的信息为准。

对于此事的进展， 本报
将持续关注。

公司会认真对待各种疑问

企业资讯
1、信披问题多
2、财务数据打架
3、现金流成谜？

借壳上市

九芝堂财务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