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皇台：库存酒不见了！獐子岛：哦，我扇贝又跑了！ST保千里：亏到无法计算！……近期，
随着A股上市公司纷纷公布2017年业绩预报，一些企业的奇葩亏损理由着实令市场震惊。

对此，证监会相关负责人独家回应“新华视点”记者表示，强化对上市公司的一线监管，上市公
司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作假等违法违规
行为，监管部门将一查到底，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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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2017年1月4日，慧球科
技的1001项“奇葩议案”，不仅挖出了
鲜言这样的资本大鳄，更是让广大股
民注意到上市公司公告的严肃性被

“玩坏”了。此次各种“奇葩”公告再次
粉墨登场，引发关注。

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看企业经营状
况，最直接的窗口就是企业发布的公
告，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信息量最足的
便是业绩公告。上市公司通过一些会
计手法或财务作假，显然会误导投资
者的判断，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这么多‘奇葩’亏损理由出现，太
缺少资本市场的严肃性，会对整个资
本市场的健康氛围产生不良影响。”陈

绍霞说，监管层仍要加大力度调查这
其中可能涉嫌的违法违规事项，加大
惩处力度。

“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说，
监管应该对业绩下滑、出现问题的公司
更加严格，对一些信息披露不完善、财
务造假，或是有经营责任的相关负责
人，要进行严厉处罚，给投资者提供公
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杨德龙说。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上市
公司披露信息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监管部门将一查到底，切实保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
许晟 刘慧 桑彤 刘开雄）

严肃！发公告岂是“儿戏”？

A股 年报今年
证监会：信息作假将一查到底

1月30日晚间，獐子岛公告，称
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
2017年的业绩从预盈调整为预亏
5.3亿元至7.2亿元。理由与该公司
在2014年的“扇贝跑路”如出一辙
——天不作美。

“扇贝又跑路”公告一出，市场一
片哗然。之后，更多企业的“奇葩”亏
损理由被公众挖了出来。

——甩“锅”前任。ST保千里公
告称，预计亏损数额“暂无法确定”，受
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侵占公司利益
事件影响，公司下半年经营业绩持续
下滑。据了解，因庄敏等“前任”作为，
ST保千里目前已被监管立案调查。

——老板“失联”。巴士在线此
前预计2017年全年实现盈利1.64亿
元至2.1亿元，结果转头就变脸，预计
全年净利润亏损15.00亿元至18.00
亿元，调整幅度2023.06％。原因则
是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王献蜀失联。

——“信誉”计提。当一个公司
商业信誉受损时，会计上需要把损失
的等值金钱计算进业绩报表。前三
季度业绩高增长的千山药机1月29
日晚间公告，因对湖南乐福地医药公
司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3.1亿元
等，预将导致2017年度净利润亏损
约2亿元。

——“放弃治疗”。乐视网称公

司业务出现大幅下滑，预计将对关联
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预计将对
部分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累计预
亏损116亿元。

截至 2月 2日，目前A股已有
102只个股大幅下调业绩预期，其中
有20家公司从预盈变脸预亏，有61
家预盈利润缩水，还有一家就是保千
里亏损数额“暂时无法确定”。

“出现这些‘奇葩’亏损理由，很
可能是一些公司为亏损找借口，推卸
经营者的责任。”前海开源基金董事
总经理杨德龙说，从宏观层面看，受
到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有些公司不
能及时转型，出现业绩大幅下滑。

A股3500多家上市公司，亏损
企业年年有。业内认为，今年一些上
市公司亏损数额较大与宏观经济的
结构转型有一定关系，而监管部门加
强上市公司监管，加大调查、惩处力
度也倒逼上市公司自己“洗脸”，主动

“卸妆”，“素颜”出镜。
2017年，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224项，罚没款74.79亿元，
对44人实施市场禁入，均创历史新
高。沪深交易所加强实施“刨根问
底”式实质性信息披露监管，仅上交
所2017年共实施纪律处分90件，同

比增长近30％；采取监管措施4942
次，共涉及5373个市场主体。其中，
纪律处分针对的违规行为中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监管占比达到78％。

“随着监管加强，一些企业就把
之前‘虚假’的业绩泡沫一次性挤掉，
巨亏之后，轻装上阵。”无锡方万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绍霞说，IPO常态
化后，对垃圾股、壳资源的价格形成
重压，估值变低，上市公司做高股价
的冲动减弱。

此外，专家认为，2017年5月发
布的减持新规也压制了大股东等粉

饰业绩的欲望。但记者调查发现，有
一些公司业绩“变脸”和减持行为说
不清道不明。

例如，2017年9月2日，獐子岛披
露了第二大股东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
金的减持计划。当时，獐子岛刚披露
2017年靓丽的半年报：实现净利润
3077.47 万 元 ，同 比 增 幅 高 达
360.16％。随后，2017年11月13日至
12月19日，和岛一号基金分四笔卖出獐
子岛股票199.85万股，套现逾1500万
元。到了1月30日，公告就预报巨亏。

今年1月以来，华为、阿里等中国企业在拓展
美国市场时纷纷遇挫，被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之门外。特别是华为手机产品一再遭到美方电
信运营商的“封杀”。

一边是中国市场欢迎苹果手机在华销售，一
边是美国市场禁止华为手机赴美销售；同样是销
售手机，一个是装有“美国芯”的苹果手机可以进
入中国千家万户，一个是装有“中国芯”的华为手
机不能越过美国雷池半步。二者反差之大，明眼
人一看便知，谁在设置贸易壁垒。

如果说美方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其政府部门
采购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尚可理解，但这一次却
是阻止中国手机进入美国民间市场。也就是说，
一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著称的美国政府，却
在用“看得见的手”阻挠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美国的做法给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为了少数人
利益，市场经济原则、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统统可以不讲。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强调“公平贸易”。从这
些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式的“公平贸易”是以牺牲
别国的公平为代价的。

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和投资敞开大门，美
国的苹果、思科、微软等产品多年在中国热销，
而且中国对美国金融和服务业开放力度越来越
大；另一方面，中国华为手机进入美国市场、蚂
蚁金服收购美国企业却一再遭到阻挠。这种将
本国利益高悬于国际规则之上的“公平贸易”怎
么能立得住脚？

应该看到，美国对中国产品和企业封锁的背
后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戒备，是对中国科技快速
进步的担忧。美国商务部长在此前召开的瑞士达
沃斯论坛上也表达了中国高科技对美国构成挑战
的担忧。但实际上，中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

实行保护主义并不能真正锁住竞争对手，反
而会自缚手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与世
隔绝的孤岛。中国品牌实力的增强、声誉的扩大，
正是得益于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开放
中成长壮大。

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终只会损害两国
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唯有摒弃冷战思维，不断做
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才能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朝着
正确的方向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于佳欣 王攀）

美国一再“封杀”
中国企业
谈何“公平贸易”？

新华时评

监管刨根问底，企业主动挤泡沫“卸妆”？

20家公司从预盈变脸预亏 怨天怨前任等“奇葩”亏损理由争相登场A

B
C

特别多

新华社发

广告

1、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
础上递增6%，租赁期限为5年。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
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
详情及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

2、公告期：2018年 2月 8日至2018年 2月 27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
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2月8日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项目名称
水巷口53号首层市服务公司铺面
博爱路34号首层市特供公司铺面

文明西路8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1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2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3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4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5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6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7号铺面

龙华路74号啤酒厂铺面（10间整体）
大英菜街10号原市农林局招待所1至7层整体

国贸一横路4号金贸小区6号别墅

招租面积（m2）
41.23
299.95
87.48
46.62
23.94
10.59
23.2
12
28
28

708.87
2295.44

648

挂牌底价/第一年租金（元）
49476
215964
189000
83916
43200
19200
42000
21600
50400
50400
840000
639840
262656

保证金（万元）
3.5
14
12
5.8
3

1.4
2.9
1.5
3.5
3.5
60
44
18

受委托，分别公开招租位于海口市水巷口53号首层市服务公司铺面、博爱路34号首层市特供公司铺面、文明西路8号铺面、
海甸岛二东路15号7间铺面、龙华路74号啤酒厂铺面（10间整体）、大英菜街10号原市农林局招待所1至7层整体及国贸一横路
4号金贸小区6号别墅等13个标的，具体详见下表：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1801HN0006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 [2018]4号

海南昕鑫源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564318，法

定代表人：敬哲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五十四条

规定，我局对你公司2014年10月1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

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你

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现需你公司对检查发现涉嫌虚开的违法

事实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

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联系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

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二稽通[2018]3

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

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二稽通 [2018]3号）主要内容：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

我局对你公司2014年10月1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限你公司收到

本通知书后7日内，来我局对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

认，或提供有关证据。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

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国税大厦5楼8509房

联系人：高杰、陆少华

联系电话：66565083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字[2018]4号

海南兴立伟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5173669，法

定代表人：刘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五十四条

规定，我局对你公司2014年8月2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

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你公

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现需你公司对检查发现涉嫌虚开的违法

事实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

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

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通 [2018]20

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

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通 [2018]20号）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第五十四条规

定，我局对你公司2014年8月2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涉税情

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限你公司收

到本通知书后7日内，来我局对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

认，或提供有关证据。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

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8610室

联系人：赵骞、夏春荀

联系电话：0898-6679268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8〕1号

海 南 汇 昌 盛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9MW27，法定代表人：李俊仕）：

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

负责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

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8〕5号）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以上

应缴款项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龙

华区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我局可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政复议被申

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

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

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潘岭、王亚峰，联系电话：66792507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8610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8年2月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8〕2号

海 南 利 丰 盛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9MU6J，法定代表人：姚文华）：

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

负责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

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8〕2号）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以上

应缴款项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龙

华区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我局可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政复议被申

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

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

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潘岭、王亚峰，联系电话：66792507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8610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8年2月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8〕3号

海 南 鑫 莉 源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0905217575，法定代表人：张映娥）：

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

负责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

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8〕3号）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以上

应缴款项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

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我局可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政复议被

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

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

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潘岭、王亚峰，联系电话：66792507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8610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8年2月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8〕4号

海 南 铭 康 健 贸 易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HTE1U，法定代表人：张顺猛）：

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

负责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

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8〕6号）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以上

应缴款项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

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我局可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政复议被

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

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

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潘岭、王亚峰，联系电话：66792507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8610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8年2月7日

抢鲜读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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