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士余上台以来便开
始推行依法全面从严监
管。 去年欣泰电气退市就
是监管层关于退市制度方
面严管的重要体现， 而今
年又一家上市公司进入退
市流程， 这无疑意味着A
股上市公司退市将进入常
态化。

每年一到年报公布的
前几个月， 就是ST公司最
为紧张的时期。过去，一些
上市公司通过一些出售上
市公司资产、 重组引进优
质资产的方式来实现保
壳，现在看来，ST公司再采
取这些做法的时候， 恐怕
也得考虑是否行得通。

按照深交所“严格落实
并不断完善退市制度，推进
退市制度常态化，形成‘有
序进退’的市场秩序”的表
态，ST公司保壳难度将越来
越大。目前行之有效的做法
就是努力改善公司的主业，
彻底摆脱亏损局面。

从*ST新都退市的案
例来看，目前有23081个账
户持有*ST新都的股份，相
信不少小散如果重仓赌博
该股的可能要血本无归。
因此， 投资者应该及时吸
取*ST新都退市的教训，远
离那些业绩改善无望，重
组推进缓慢， 以及涉嫌违
法违规的公司。 对于稳健
的投资者来说， 最好远离
*ST股。 ■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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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 公司90个亿的
资产总额，66%的资产负债率，10
个亿的营业收入，亏损3个亿左右
这样一种局面， 与我们全体股东
的要求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5月18日，在华天酒店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新任董事长
蒋利亚称，2017年在夯实主业的
基础上， 将加大战略转型的力
度，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培育、发
展延伸产业及新产业。

优化团队以期扭转局面

近日，华天酒店高层密集调
整受到市场关注：前有华天酒店
董事、总经理吴莉萍和财务总监
夏建春，分别因工作原因和个人
原因提出辞职；后有公司副总经
理唐元炽、钟巧萍、贺毅递交辞
呈，其中唐元炽、钟巧萍是公司
另有任用，而贺毅辞职后不在公
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与此同时，华天酒店宣布聘
请周江军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邓永平为副总经理， 聘任侯涯
宾、丁伟民为公司副总经理。

今年4月6日选举上任的董
事长蒋利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介绍， 周江军是1978年出生的，
在江颐置业、北京星亿华天文化
旅游公司任职；而侯涯宾和丁伟
民都是1974年出生的，分别是湘
潭大学哲学专业硕士毕业、湖南
财经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在
华天酒店各个岗位都待过。

“新的管理团队成员， 无论
是从年龄、 知识结构还是履历
上，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在谈到扭转酒店亏损局面
时，蒋利亚提到第一个阶段便是
调整组织架构、 优化管理团队，
他表示后期或会进一步对团队
进行调整和完善，强化人才队伍
建设，将人才培养提升到战略发

展的高度， 建立市场化的人员招
聘体系，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加大战略转型力度

华天酒店去年实现收入10亿
元， 比上年同期11.94亿元减少
15.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亏损2.88亿元， 比上年同期
1282.61万元减少30137.49万元。

对此，蒋利亚在会上坦言：“成
绩非常不好， 对不住各位股东和
投资者。”

如何扭转酒店亏损局面？

蒋利亚称， 要变革管理模式、
激活经营机制， 建立适应酒店业
市场形势、 适应酒店行业自身产
业规律以及适应华天酒店企业文
化和经营状况等特定情况的经营
模式，着力激活高管团队、骨干和
全员活力， 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
式和考核薪酬的方式， 加快内部
沟通流程和效率， 提高快速响应
的能力， 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
平，最终提高运营质量。

他还表示在夯实现有主业、
加强市场化导向和市场化水平的
基础上， 还要加大公司战略转型
的力度。

“改革永远在路上。”正如独立
董事陈爱文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的
述职报告中所称， 希望公司进一
步夯实主业， 在做强酒店旅游业
的同时，收缩房地产业，寻找新产
业，逐步实现战略转型，切实提高
企业盈利能力，回报广大股东。
“转型看上去很好， 但是风险也很
大，” 蒋利亚表示， 所以在组织架
构中设置了投资部， 由常务副总
周总分管， 着力于公司未来的转
型业务， 希望在产业结构的转型
布局上， 积极推进的同时也走得
稳健。 ■记者 黄利飞

本报5月18日讯 今日，
“天猫快乐垂钓节” 在长沙田汉

大剧院震撼上演。据悉， 此次天猫快
乐垂钓节开启了两场电视直播，几
十位国家级竞钓大师、 民间垂钓达
人、当红演艺新星共聚一堂，上演了
一场妙趣横生的趣味垂钓PK赛。

“去年，‘518天猫快乐垂钓节’
首次试水，通过电视直播主、分会场
实时连线等多种直播形式实现了
‘电视+互联网+垂钓’ 的新型营销
模式。”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 垂钓节以坐落在山东
临沂的中国首个全透明竞赛钓池为
主会场，长沙为分会场，是电视媒体
与电商流量整合的大胆尝试。 活动
中全国钓友同时运用手机、平板、电
脑来玩转“互联网+”，多渠道地在
线上购物， 让观众在多栖生态下体
验线上线下互动的直播新形式。

■记者 卜岚

尽管新的退市制度数年前
便已出台，但“不死鸟”神话一
直在延续， 这是A股饱受各方
诟病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这
一问题在沪深交易所的共同努
力之下，正在得到改善。

5月17日晚间，深交所公告
对*ST新都作出股票终止上市
决定，由此*ST新都将进入退市
程序， 成为2017年“退市第一
股”。*ST新都将从5月24日起
进入退市整理期。

忙保壳时收到退市通知

本来还在忙于保壳的*ST
新都， 突然收到深交所退市通
知， 其努力推进的重组方案也
戛然而止。 该股也成为今年第
一只退市股。

5月15日晚间，*ST新都发
布关于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的公告显示， 因公司涉嫌违反
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另外，深交所于2017年5月
17日对*ST新都做出了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该股票将
于5月24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30个交易日， 股票的证券简
称将变更为“新都退”，股票价
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10%，预
计最后交易日为7月6日。

*ST新都于2015年9月15日
进入破产重整，解决因违规担保
引发的巨额债务问题。随后，*ST
新都2015年报显示，2015年实现
净利润6971.26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255.61万元。
2016年5月，*ST新都向深交所提
出恢复上市申请及全部材料；当
年7月11日，深交所通知公司，根
据相关规定提请相关机构对公
司恢复上市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核实，调查核实期间不计入深交
所做出有关决定的期限。

退市将逐渐“常态化”

根据相关规则，公司股票将
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四十五
个交易日内，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转让。

另外， 在股票终止上市后，
*ST新都仍然属于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应当遵守《公司法》等的
规定，继续履行、承担起公众公
司的相关义务与社会责任。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
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重
要基础性制度，对于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深交
所将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严
格落实并不断完善退市制度，推
进退市制度常态化，形成“有序
进退”的市场秩序，促进多层次
资本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ST新都成今年“退市第一股”
本来忙着保壳，忽然收到退市通知 或拉开“退市常态化”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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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也玩直播 天猫举行快乐垂钓节

“保壳”越来越难
投资者应远离ST股

华天酒店高层持续调整
拟收缩房地产业谋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