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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第一股”重组，进军远洋捕捞业
加加食品拟47亿收购金枪鱼钓
本报7月11日讯 停牌4个月后，
有“酱油第一股”之称的加加食品于7月
10日晚间发布重组预案，宣布将以47亿
元的价格收购金枪鱼钓，交易将以现金
及股份支付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一旦交易完成，加加食品将成功扩
充高端产品种类，成为高端金枪鱼供应
商。未来三年，金枪鱼钓的业绩承诺总金
额高达12亿元，凭借这一收购，加加食
品的盈利能力也将显著提升。

7.92亿股+7亿现金收购金枪鱼钓
加加食品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显示，公司拟向大连金沐、励振羽等
14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持有的金枪鱼钓100%股权，标
的资产拟作价47.1亿元。
预案显示， 加加食品拟向交易对
方发行7.92亿股， 并支付现金约7亿
元。 方案拟定的发行价为5.06元/股，
略高于加加食品停牌前的收盘价4.86
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配套募资不超过
7.5亿元，用于支付本次收购标的资产
的现金对价及相关交易费用。
这意味着，在本次高达47.1亿元的
交易对价中， 将有超过85%的资金通过
换股形式实现，交易对方对加加食品股
权升值的期待和信心可见一斑。
交易完成后， 金枪鱼钓将成为加
加食品的全资子公司， 金枪鱼钓董事
长励振羽将直接和间接持有加加食品
16.7%的股权。

未来三年金枪鱼钓业绩承诺高达12亿元

记者注意到，本次交易前，加加食
品董事长杨振及其家庭成员合计持有
公司42.3%股权，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交易完成后，杨振及其家庭成员合
计持股比例变更为25.06%，并不影响
其实控人地位。

切入远洋渔业布局大食品
公开资料显示，金枪鱼钓于2000
年成立， 目前拥有中国最大的民营金
枪鱼超低温延绳钓船队， 是日本市场
最大的中国高端金枪鱼供应商。2016
年，金枪鱼钓净利润为3.33亿元，2017
年净利润为3.44亿元。
此次收购中，金枪鱼钓承诺2018
年至2020年度实现扣非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亿元。从金
枪鱼钓目前的盈利状况来看， 实现业
绩承诺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此次交易的目的， 加加食品
表示，此次收购金枪鱼钓是公司转型、
扩大品类的重要一步, 可以丰富公司
的产品和竞争力。交易完成后，金枪鱼
钓将成为加加食品的控股子公司，加
加食品的业务范畴将从竞争激烈的调
味品领域扩展至远洋捕捞行业， 也意
味着公司将迈入大食品时代。
二级市场方面， 加加食品股票于
今年3月12日停牌，重组预案公布后，
公司股票目前依旧处于停牌状态，公
司表示， 待取得深交所事后审核结果
后，才会按规定办理复牌事宜。
■记者 潘显璇

澳海望洲府墅区高层 耀世首开 当红不让
有一种开盘，是万众期待的盛典；
有一种热销，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有一
份佳绩，是无数客户的认可。2018年7月
10日， 澳海望洲府墅区高层耀世开
盘，不负期待。此次澳海望洲府墅区高
层开盘劲销，当红不让，彰显出澳海望
洲府雄厚的品牌实力，以匠心精工，雕
刻府系生活，与品质生活，不期而遇！
开盘几小时前， 本次开盘的活动
现场就已人潮涌动， 前来认购的客户
翘首以待， 只为尽早选到自己心仪的
好房子来实现幸福安家置业梦。 工作
人员热情地接待每位客户，排队签到，
入场等候，整个过程井然有序，随着客
户源源不断的到来，现场人山人海，人
气爆棚！
伴随着绚丽璀璨的灯光， 气势磅
礴的鼓声礼迎四海宾朋， 宣告了澳海
望洲府荣耀全城 ，璀璨开盘。
本次开盘按照住建委下发的 《关
于实施差别化购房措施的通知》，采用
公证摇号顺序选房模式， 以体现选房
流程的公平、公正、公开。晚上8：00，
选房正式开始， 摇号等候区内座无虚
席，购房者眼含期盼，等待着主持人叫
到自己的号码，兴奋而又焦急。在等候
的时间里， 购房者不忘互相沟通选房

心得，为选房做最后准备。
被选中的客户难以抑制住内心的
喜悦， 几乎是铆足马力冲进选房等候
区内。在工作人员的热情引导下，选房
客户有条不紊地完成选房、 签约等一
系列流程，所有工作紧张有序、办理速
度快，赢得业主们的高度赞许。
选房区捷报频传， 不断传来一个
个成交喜讯。在选房区，场面只能用疯
狂来形容， 选房客户把整个选房区挤
得水泄不通，前方客户还未离去，后面
的客户已经蜂拥而至。 随着时间的推
移，销售的房源越来越多，销控区、财
务区、签约区、礼品区等人头攒动，面
带笑容的准业主们，随处可见。
随着不断涌入的中签者选中自己
心仪的房子， 一套套房源不断地被购
房者订走……在火爆氛围下， 成交客
户不断增加，销控区全线飘红，澳海望
洲府墅区高层首次开盘圆满结束，感
谢一城厚爱！
据悉， 澳海望洲府项目作为澳海
地产的又一巨作， 是公司倾力打造的
中高端住宅小区，从产品设计、工程建
设再到社区服务， 每一个环节都精益
求精， 为业主构筑幸福温暖的人居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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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暑期升温

虚开增值税发票偷税 沃顿股份被罚101万
本报7月11日讯 7月
10日晚， 新三板上市公司
沃顿信息科技（湖南）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顿
股份”）发布公告，称 公司
因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偷
税的情况， 收到了长沙税
务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公司需补缴200余万
元 税 款 、110 余 万 元 滞 纳
金，并被罚款101万元。
长沙国税局对沃顿股
份 2013 年 至 2016 年 期 间

据了解， 工银瑞信投研团队负责
人赵蓓拥有药学和金融学复合背景，
有着10年的证券从业经验。谭冬寒拥
有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有着7年证券
从业经验。 工银瑞信正在发行一只医
药主题新基金——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
基金，正是由赵蓓与谭冬寒合管，两位

基金经理擅长把握医药行业行情，过
往产品收益领先同类基金。 招商证券
建议， 看好医药健康领域长期投资机
会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
者可积极认购， 构建适合自身风险收
益偏好的投资组合。
经济信息

的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情况
进行了检查。经查，公司在此
期间所取得的部分增值税发
票为虚开发票， 应补缴增值
税202万余元，补缴企业所得
税32万余元、滞纳金110余万
元。据此，税务部门认定公司
存在偷税行为， 对公司罚款
101万元。 沃顿股份表示，需
要补缴的税款由收购前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龚柯槐全部补
缴，因此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记者注意到， 沃顿股份
在2018年5月9日便收到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 此份公告系
补发。沃顿股份解释称，由于
公司各部门文件传递问题及
对信息披露工作的疏忽，才
导致公司未及时披露处罚情
况。“公司诚恳地向全体投资
者致歉，并将以此为戒，认真
学习有关法律法规， 严格执
行并加强公司税务管理制
度， 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
生。”
■记者 潘显璇

布局长期投资 嘉实沪港深3.0升级逆市发行主动基金
7月9日首发的嘉实瑞
享定期开放基金是嘉实沪
港深3.0投研模式升级后的
全新产品， 采用了定期开
放运作方式瞄准长期投资
机遇。
截至2018年1月末，该
基金成立以来的阶段净值

增长率高达82.80%， 但嘉实
通过深度梳理9万名持有人
的样本数据发现， 真正获取
高回报的投资者很少。 为了
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真正获
取绩优回报， 嘉实瑞享基金
在产品设计上进行了升级，
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

替循环的方式， 产品成立后
每两年开放一次， 每次开放
5-20个工作日， 帮助投资者
克服短期市场情绪影响，坚持
中长期投资，同时也避免投资
者频繁申赎对基金投资运作
产生的影响，有利于稳定基金
经济信息
的业绩表现。

债市老将缔造出色业绩 东方添益债基年内涨幅超4%
东方基金旗下金牛基
金东方添益债券基金，凭
借年内良好的业绩表现和
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彭成军
亲自掌舵等诸多优势获得
了投资者踊跃申购， 年内
基金份额涨幅超过20%。
截至7月9日， 今年以
经办 13875895159 微信办理
热线 0731-84464801
资讯类 50 元/行、公告类 60 元/行 每行按 13 个字计排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正在热销中

7月11日上午，游客在湖南第一师范旧址参观。这里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记者 田超 摄

来东方添益债基净值增长率
为4.32%，并且获得了1.90%
的超越基准回报。 另根据银
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 截至6月29日，2018年上
半年东方添益债基以3.66%
的净值增长率位居同类318
只标准债券型基金（A类）前
◆侯岚觉（父亲：侯海桃，母亲:颜
丽）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M430216071，声明作废。

◆王梓晨（父亲：王勇波，母亲：胡
丽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1079331，声明作废。

◆桑宇(父亲：桑立昆，母亲：李
晴）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35037，声明作废。

◆谢优优（父亲：谢志伟，母亲：刘
立娇）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981771，声明作废。

◆李鑫磊（父亲：李隆，母亲：罗
海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856715，声明作废。

◆卜伟晋(父亲：卜鹏，母亲：杨
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E430097874，声明作废。

◆鲁韩杰（父亲:鲁立波，母亲：田
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Q430405703，声明作废。

◆谢伶尧(父亲：谢正刚，母亲：廖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01863，声明作废。

◆刘梓 涵（父 ： 刘 毅 ， 母 ： 杜 承
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L430954068，声明作废。

◆湘南学院 2017 届毕业生钟震
宇报到证丢失，证号：20171054
5200438，声明作废。

◆胡梓晖（父亲：胡涛，母亲 ：
曹玲）遗失出生 医 学 证 明（号
码 R430615422），声明作废。

1/5。优秀的业绩表现也获得
了投资者的积极申购。 根据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
日，相比于2017年年末，东方
添益债券基金的基金份额增
长 2448 万 份 ， 涨 幅 高 达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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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锘萱（父亲：刘彬，母亲：蒋
玉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1059174，声明作废。
◆ 吴 彦 晨（父 亲 : 吴 莹 ， 母 亲 : 周
欢） 遗失出生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O430859555，声明作废。
◆李世英遗失南华大学毕业生
就业报到登记证，证书编号:20
1210555203655,声明作废。
◆朱敏芳，湖南科技学院日
语专业 13 年毕业生，遗失就
业报到证(证号 20131055120
0206)，声明作废。
◆黄依宁（父亲：黄思藤，母亲：
周游）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209842，声明作废。
◆胡芹绮（父亲：胡海龙，母亲：黄
江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43001998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