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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我方定于2017年12月26日15时，在长沙市芙蓉
区建湘南路38号升隆集团五楼会议室，对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持有的“湖南振兴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拍卖。截至2017年10
月31日，该资产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11,078.92万元，利息
余额人民币3417.03万元， 本息余额人民币14,495.95万元。
标的保留价人民币5000万元。

标的即日起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12月25日17时前，
携有效身份证明及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500万元来本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以到帐为准)。

保证金账号：43001520061050002579
开户单位：湖南升隆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兴支

行营业部
参与竞买人须承诺接受此保留价，即意向受让方（竞

买人）在竞买标的资产时，应保证以不低于标的资产转让
底价报价（其他竞买人已报价或有更高报价的，本项保证
失效）。否则，竞买人报名交纳的标的资产交易保证金在扣
除全部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向转让方支付的违约金不予退
还。

注意：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以及参与本债权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及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本不良债权转让
有关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建湘南路38号升隆集团五楼
联系人：柳先生 18670905955

债权拍卖公告

湖南升隆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受委托，我方定于2017年12月26日16:00，在长沙市芙
蓉区建湘南路38号升隆集团五楼会议室，对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持有的“湖南闻得福农业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 进行公开拍卖。截
至2017年10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余额6505万元，利息
余额10348.78万元，本息余额16853.78万元。标的保留价为
人民币4500万元。

标的即日起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12月25日17时前，携
有效身份证明及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500万元来本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以到帐时间为准)。

保证金账号：431632000018170050768
开户单位：湖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湘湖支行
竞买人在竞买标的资产时，应保证以不低于标的资产

转让保留价报价（其他竞买人已报价或有更高报价的，本

项保证失效）。否则，竞买人报名交纳的标的资产交易保证
金在扣除全部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向转让方支付的违约金
不予退还。

注意：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以及参与本债权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及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本不良债权转让
有关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429号维也纳酒店4楼
联系人：钟先生 13017292163

债权拍卖公告

湖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9日

楚天科技跨期确认收入被责令改正
业绩连续两年下滑，机构集体出逃

临近年末，货币基金又成“香
饽饽”， 市场对资金旺盛需求不断
推高货币基金收益率。但在收益率
上升之际，不少货币基金选择了降
低申购限额等限制规模增长的措
施，更谨慎地管理流动性风险。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14
日， 货币基金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已经达到4.07%。 收益率上升之
时，天弘基金日前公告称，将余额
宝单日申购额度调整为2万元，现
有个人交易账户持有额度10万
份维持不变， 这已经是余额宝一
年内第三次调低限额。

除了余额宝， 部分基金近期
也对大额申购有所限制。如，嘉实
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在11月
22日将单日每户申购金额限制
在5万元。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 货币市场基金总规模已达
6.58万亿元， 占整个基金市场规
模的61%。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
经理杨德龙认为， 在流动性风险
管理加强、 规模增长较快的背景
下， 控制申购额度等管理流动性
风险的措施，或将长期存在。

■据新华社

12月14日，楚天科技发布公
告称，公司近日收到湖南证监局
《关于对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公
司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涉
及金额6169.69万元， 致使2016
年年报营业收入、净利润出现错
报。上述调减的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将在2017年度予以确认。受此
消息影响，公司股价近期也是连
续下跌，截至12月18日，公司股
价已是六连阴。

2016年将调减净利润

公告显示，湖南证监局于今
年9月至10月对楚天科技进行了
现场检查，发现楚天科技存在跨
期确认收入的情况，涉及金额约
6169.69万元， 致使2016年年报
营业收入、净利润出现错报。

楚天科技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湖南证监局决
定对楚天科技采取责令改正的
监管措施。

经楚天科技财务部门测算，
2016年度将调减营业收入约
6169.69万元， 调减净利润约
2339.65万元， 上述调减的营业
收入及净利润将在2017年度予
以确认。

净利润连续两年下滑

楚天科技主营业务为水剂类
制药装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和服务。根据公司2016年年报
显示， 当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约为1.43亿元， 较上
年同比下降6.69%。

2015年公司净利润已下滑
了2.24%，而2016年再度下滑，则
意味着已经连续两年下滑。另外，
据公司三季报显示， 公司2017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8.65亿元，同
比增长23.36%， 而医疗器械服务
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3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5亿元 ， 同比增长
11.04%， 行业平均净利润增长率
为37.34%。 营收和净利润均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

股价已跌至2014年的水平

随着业绩连续两年下滑，楚
天科技的股价也是连续两年下
跌， 尤其是今年以来累计跌幅已
达到25%，12月6日还创下近两
年的新低。

在公司业绩下滑之后， 楚天
科技也祭出了大招， 在今年6月
30日完成了收购世界一流制药
装备企业德国Romaco， 大股东
承诺在交割完成后30个月内将
Romaco并入上市公司。 在签约
仪式当天， 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
对媒体宣布，通过本项并购，楚天
的行业地位将跃居世界一流。

然而，从机构集体出逃的情
况可以看出，上述并购并不很受
市场待见，半年时间内即有14家
机构选择了出逃。根据同花顺数
据显示，今年下半年以来机构集
体出逃该股。截至半年报时持有
该公司股票的机构还有17家之
多，然而到三季报的时候已锐减
至3家， 此外基金的持仓比率也
已跌落至不足0.01%，2015年年
底时基金持仓比例高达22.97%。

■记者 黄文成

额度加限，货币基金刮起“瘦身”风

12月9日13时26分， 随着
最后一笔款项的到位， 中联重
科41位高管的股权激励股票收
益权类理财资金全部投放成
功， 全国建行系统首单股权激
励股票收益权理财产品业务花
落湖南建行。

11月17日， 中联重科高层
大会初步认可湖南建行提供的
配资方案， 但提出12月10日前
募集资金全部到位的要求。对
一笔全国首单创新投行业务来
说， 仅仅15个工作日需完成申

报、审批、投放，无疑时间紧，任
务重。

建行长沙河西溁湾支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 建行新一代系
统让这一切变为可能，他表示，
长沙河西溁湾支行运用CLPM
模块中的“海外业务申请”通道
发起申报流程， 流程发起后直
接线上提交总行审批， 顺利地
实现了系统审批， 节约了中间
流程。审批通过后，紧接着利用
新一代的COMSTAR和资管资
产申报系统高效地将资产配置

到个人， 实现了其他同业认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赢得了客
户的高度赞誉和认可。

据悉， 该笔业务不仅为建
行长沙河西溁湾支行与中联重
科在后续的境外并购融资、投
行及国际业务营销、 结算业务
推广等方面的合作创造了条
件， 也为该行今后全面推广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配资业务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合效益
十分明显。

■通讯员 张潇文 刘争尧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迎接
新时代·新市场”2017中国财富
管理峰会暨第八届“金理财”奖
颁奖典礼上，广发银行“幸福理
财”旗下明星产品“广银安富-
联动共赢”得到《上海证券报》
的充分肯定，荣获“年度创新理
财产品卓越奖”。

由《上海证券报》 举办的
“金理财”评选活动，至今已成
功举办八届， 成为国内财富管
理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
动之一。

本次活动自10月20日启
动以来，共31家银行和40家保
险公司参与竞逐相关奖项，历

经资格筛选、公众投票、现场
陈述三大环节，评审包括中国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央
财经大学等机构权威专家，评
选具有权威性强和客观性强
的特点。

此次获奖，充分体现了广
发银行在理财产品竞争力、创
新能力、为社会创造的经济价
值等方面的优势。 近几年，广
发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始终坚
持提质增效，着力提升与经济
周期相匹配的资产配置与风
控能力，顺应市场趋势和客户
需求，持续推出有市场竞争力

的差异化、特色化理财产品。
广发银行近年来加大了

结构性理财产品研发力度，推
出了“广银安富-联动共赢”人
民币非保本结构性产品系列，
目前已形成挂钩标的较为完
备（如汇率、利率、衍生品、股
指、商品等）的产品线，市场反
响十分热烈。广发银行“幸福
理财”将一如既往秉承“专注
专业、勤勉尽责”的经营理念，
时刻保持蓬勃创新、锐意进取
的精神风貌，致力于为投资者
创造与风险偏好相适应的资
产回报，行稳致远。

■通讯员 肖华

新一代系统助首单股权收益权业务落地湖南

广发银行幸福理财获创新理财产品卓越大奖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