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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戴帽更名*ST生物，股价跌停

连年亏损，万能的“大健康”也失灵

医疗护体仍中枪，时隔一年再戴帽
■记者 蔡平

公司
坚持大健康方向不动摇

4月26日早盘，南华生物
戴帽，股票简称变更为*ST生
物，股价跌停。而这距离公司
前身*ST传媒摘帽更名为南
华生物仅一年时间。
在去年*ST传媒脱星摘
帽 时 有 观 点 认 为 ，*ST 传 媒
“变身”南华生物，涉足干细
胞产业或“咸鱼翻身”，上演
“乌鸡变凤凰”。 如今刚满一
年再次被ST， 干细胞项目迟
迟未能落地， 今年年初南华
生物也因定增缩水引发深交
所 关 注 …… 从 *ST 传 媒 到
*ST生物，南华生物到底能凤
凰涅槃还是一地鸡毛？

动态
南华生物“被*ST”，
股价跌停
4月26日，南华生物开盘
跌停， 虽短暂打开但随后就
封死跌停板， 直至收市前再
次短暂打开， 最终下跌
4.98% ， 报 收 于 15.82 元 。 而
4月以来， 公司股价也从
19.90 元 的 较 高 点 下 跌 至
15.82元，下跌超20%。
转型干细胞产业的*ST
生物股价为何不温不火？究
其原因，还是业绩没有起色。
*ST 生 物 4 月 25 日 发 布
的公告显示，2015年公司净
利润亏损2121.8万元 ，2014
年公司净利润亏损2615.1万
元。
“因公司 2014 年、2015
年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连续为负值，且 2015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 公司自 2016 年 4 月 26
日实行退市风险警示。”*ST
生物26日发布的公告显示。
然而，步入2016年，公司
业绩并没有太大改观。
公司一季报数据显示，
一 季 度 ，*ST 生 物 净 利 润 依
然亏损465.9万元。

背后

谋求转型，从传媒跳到干细胞

南华生物的前身是*ST
传媒（赛迪传媒）。赛迪传媒
1992年上市， 经历了A股市
场的风风雨雨， 近几年却陷
入业绩持续低迷， 需要保壳
的窘境。
2010年， 赛迪传媒因前
两年财报亏损遭到深交所的
退市风险特别处理。 公司上
市简称改为*ST传媒。
2011 年 ，*ST 传 媒 申 请
撤销了退市风险警示。此后，

波折

*ST传媒曾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和收购资产计划， 其中涉
及富宇传媒的收购在持续两
年之后亦被迫终止。
为了摆脱困境， 公司决
定增加新的业务。
2015年初，在发现湖南干
细胞和免疫细胞储存市场潜
力后，公司实控人湖南财信金
控集团计划依托其金融优势，
将公司打造成一家健康医疗
公司，并选定干细胞产业作为

切入口，开始着手谋划定向增发。
2015年3月29日，*ST传媒发
布公告， 公司提交的撤销股票交
易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获得深交所
审核同意。 公司证券简称自3月
31日起由“*ST传媒”变更为“南
华生物”。
至此， 原来主营出版传媒的
*ST传媒正式“摘帽”。而在干细
胞和免疫细胞存储领域的布局，
实现了公司业务向大健康产业的
战略转型。

定增“难产”，募资总额大缩水

然而， 转型定增也是一
波三折。
2015 年 1 月 29 日 ，*ST
传媒首次披露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公司拟以 6.35元
/股向特定投资者定增募资
6.03亿元，用于干细胞和 免
疫细胞储存库项目、细胞与
组织工程实验中心项目以
及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债
务。
然而， 一年之后的2016
年2月15日，南华生物决定终
止2015版定增方案， 同时实

施2016版新定增方案。
新版方案中， 原有的募
投项目“干细胞和免疫细胞
储存库项目”变成了“干细胞
储存库项目”，加上实验中心
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三个募投项目规模均有压
缩，募资总额从之前的6亿元
降至2.9亿元。
此次增发股份大幅缩
水，引发市场议论。深交所也
由此向南华生物发出关注
函。
公司在对深交所的回函

中表示， 调整实施新方案是综合
考虑了增发定价基准日、 宏观环
境和资本市场整体情况等因素后
的现实选择。
南华生物总裁向双林曾回应
表示，“由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已经
明显高于旧方案的增发价格，旧
方案获批恐怕会有困难。”
如果旧方案被否，按照规定，
接下来6个月， 公司将无法进行
非公开发行， 从而影响到南华生
物转型健康医疗的原定步调。“因
此， 调整方案是为增发争取时间
的现实考虑。”向双林说。

虽然定增计划经受波折，但干细
胞储存背后的产业蓝海让公司坚定
了医疗健康的转型方向。“湖南省每
年干细胞储存的市场规模可望达到
近11.7亿元。”向双林说。
目前公司开展的干细胞储存业
务进展良好，向双林透露，南华生物
已经与湖南省内20多家医院建立了
业务合作。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勇在和记者交
流时表示， 由于干细胞产业还处于起
步阶段， 对公司利润贡献有限，
“公司
将沿着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的战略方向
进行发展，为股东争取最大的利益。”
而此前一波三折的定增方案的
最新进展是：公司收到《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陈
勇告诉记者，公司会按照证监会的要
求尽快作出回复并及时发布公告。

记者手记
画饼不能充饥
由于主业持续低迷， 赛迪传媒
2010年更名*ST传媒。 看到湖南干细
胞和免疫细胞储存市场潜力，公司则
欲转型成一家健康医疗公司，并选定
干细胞产业作为切入口。
对于公司来说，面对困难能审时
度势作出改变固然是好的，但从传媒
业跨界干细胞产业，着实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后汉书·卢毓传》曰：“选举莫取
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诚
然，画饼并不能充饥，选用人才如此，
公司经营同样如此。
望梅或能止一时之渴，但画饼并
不能充饥。
这是一个价值投资者的时代。讲
故事或许能带来短期的助推效应，但
那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借用巴菲特
一句名言“当潮水退去，就知道谁在
裸泳。”
有投资者表示， 对于已经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ST生物来说，重要的
不是讲了一个多美好的故事，而是如何
能脚踏实地地改善业绩，避免被退市。

资讯

泰康20年 征集有缘人
今年8月22日是泰康20周岁生
日。从1996年到2016年，泰康历经
20年的发展， 已成长为一家管理资
产超8300亿元、 总资产超5600亿
元、拥有4200多个网点和超2000万
客户的大型保险金融服务公司。
二十年来泰康不忘初心， 努力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回馈广大客户，
即日起至8月22日， 面向全社会公
开寻找“泰康有缘人”。
如果您名字中含有“泰康”;如
果您与泰康同一天生日 (1996年8
月22日)，或结婚登记日在这一天;
又或者您的泰康保单生效日在8月

22日。
如果您与泰康有着特别的缘分，
有着不同寻常、 希望与人分享的动人
故事; 亲身体会到泰康的产品让您的
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真诚邀请您
参加“寻找泰康有缘人”活动，分享您
的故事。 如果您及身边的亲朋好友符
合“泰康有缘人”条件，快快关注泰康
人寿官方微信， 通过手机报名参加活
动，报名成功后可获抽取大奖的机会，
您与泰康的情缘还有机会拍成微电影
参与全国评选，更有参观泰康总部、参
加20周年庆典的机会!
■王志平 潘显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