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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家上市公司由预告盈利变为大幅亏损

业绩变脸比变天快

31 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出炉

上海 2300元

全国第一

每年都有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大变脸，令投
资者措手不及。还有业绩预告前后严重走样，
由预告盈利变为大幅亏损，比如贝因美，14 日
发布修正业绩预告，从预告盈利变为亏损 4
亿，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出现前后如此大的变
化，
难道是让散户一次亏个够吗？

有网友质疑称，业绩误差几百万说得过
去，
误差 4 个亿，
与信息披露造假有何差异？
更值得一提的是，贝因美 5 年发布八次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
业绩预告多次走样。

贝因美业绩前后误差 4 个亿

与过去小盘股纷纷下跌不同的是，一直以
来创业板里的大权重以及一直被公认的“真正
的成长股”
也加入了杀跌阵营。
7 月 14 日，作为创业板市值最大，且指数
权重占比最高的温氏股份，发布了 2017 年上
半年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17 年 1-6 月净利
润为 16.00 亿元-19.00 亿元，上半年同比下降
77.86%-73.71%。
另一个权重股乐视网也披露了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7 年上半年亏损 6.37 亿至 6.42 亿
元，
上年同期盈利 2.84 亿元。
曾经创业板的标杆东方财富、网宿科技、
掌趣科技、乐视网悉数倒下，预告净利润同比
变化幅度分别为-34.68%、-40%、-50%、325.64%。
证时

又到“中报大考”时间，却有不少上市公司
上演“业绩转型”，由预告盈利变为亏损。毕竟
业绩预告还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但似乎不少
上市公司却当成儿戏。
据数据显示，截至 15 日，已发布半年报业
绩预告的 2062 家上市公司中，有 252 家发布
了预告修正公告，其中有 64 家业绩大变脸，从
预计半年报预喜变成首亏、续亏、略减、预减。
7 月 14 日晚间，贝因美发布半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修正后预计亏损 35000 万元38000 万 元 ，上 年 同 期 亏 损 21422.25 万 元 。
此前公司在一季报中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2000
万元-5000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2017 年已经过半，全国多个省市已经上调了今年的最低工资
标准。记者统计发现，截至 7 月 15 日，上海、天津、江苏、山东等 11
个省市及深圳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北京将在今年 9 月调整
到位。数据显示，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的步伐有所放慢，涨幅已
经出现回落。
中新

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部分
部分）
）
排名

地区

标准实行日期

月最低工资标准
（第一档 单位：元）

1

上海
天津
北京
广东
其中：
深圳
……
海南
西藏
广西

2017.04.01
2017.07.01
2017.09.01
2015.05.01
2017.06.01
……
2016.05.01
2015.01.01
2015.01.01

2300
2050
2000
1895
2130
……
1430
1400
1400

2
3
4
……
29
30
31

分析

未来涨幅可能不会太快

数据显示，每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
省份数量和调增幅度，都在下降。公开资
料显示，2012 年，全国共有 25 个地区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调增幅度为 20.2%；2013
年，有 27 个地区，调增幅度为 17%；2014
年，有 19 个地区，平均调增幅度为 14.1%；
2015 年 ，有 24 个 地 区 ，平 均 增 幅 14% ；
2016 年，仅有 9 个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增幅 10.7%。
虽然今年上半年有 11 个省市和深圳
上调最低工资，在数量上超过了去年全年，
但总体涨幅较低，比如，北京今年最低工资
的上调幅度仅约为 5.8%。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院唐钧表
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降低，主要与近
几年经济增长放缓有关。他认为，宏观经
济增长有所放缓、各地物价的涨幅也较为
平稳，
是最低工资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除了受经济增长影响外，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表示，近些
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给部分企
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压力。
对于未来，唐钧表示，最低工资标准的
涨幅可能不会太快。徐洪才则表示，最低
工资水平总体上涨的趋势不会变，但涨幅
也要
“量力而行”。

中国人保海南省分公司
推出直升机救援服务
12 日，中国人保海南省分公司直升机救
援服务发布会在省国际会展中心车展现场召
开，海南保险行业协会以及各界客户代表出
席。据介绍，长期以来，中国人保秉承着“做人
民满意的保险公司”的崇高使命，不断从多层
次、多方面、多途径推进保险行业持续变革，为
广大车主提供更全面、更完善的车辆保险服
务。此次，中国人保联合金汇通航推出的直升
机救援服务，是根据客户对高品质保险保障服
务的需求，结合社会紧急救援保障体系建设的
需要，正式向投保中国人保车险的部分优质客
户推出的增值服务。
对于符合中国人保直升机救援服务标准
的客户，一旦出现适用于空中救援的情形，可
提出救援申请，在符合救援适应症及直升机适

航条件的情况下，将联合金汇通航并依托卫生
部门、空管及医院搭建的空地联动救援体系，
确保直升机及时出动并赶往现场实施救援。
中国人保的客户可享受在保险有效期间内，不
限次数的免费直升机救援服务，免费项目包括
每小时 4 万元至 7 万元的空中运输费用、专业
的空中医疗救护费用及地面 120 运输费用。
海南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海南的保险客户来说，直升机救援还是一个新
事物，但在国外一些发达地区，直升机救援，已
经作为一项基本的保险服务保障。航空救援具
有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比较少的优势。
一直以来，直升机救援的市场费用每小时高达
数万，普通老百姓很难承担。此次中国人保财
险推出的直升机救援服务，
破解了这一难题。

创业板权重股业绩大变脸

葵花药业实控人离婚
33 亿元市值分文未失
关彦斌

女方不仅离职还让出逾 6000 万
元的股份

近日，一场涉及 33 亿元资产分割的离婚
案，
出奇平静的落幕。
男方是 63 岁的关彦斌，上市公司葵花药
业的董事长，女方是 58 岁的张晓兰，葵花药业
前董事、副总经理。此前的 19 年，两人齐心协
力将葵花药业打造成为一家全国知名的药企，
也成就了个人财富的急速膨胀。在经历了岁
月打磨后，两人却要分道扬镳，令人唏嘘。7
月 12 日晚，A 股上市公司葵花药业发布公告
披露，实控人关彦斌、张晓兰夫妇于近日办理
离婚手续，实控人由以前的夫妇二人变更为关
彦斌一人。
更令人意外的是，与富豪夫妻离婚常常伴
随的资产争夺战不同，张晓兰无意分割前夫价
值 33 亿元的股权资产，不仅离职，还把自己持
有的价值逾 6000 万元的股份给了前夫。

在不以分家为焦点的这起离婚案中，女方
到底是
“净身出户”
还是
“另有收获”
？
记者注意到，除了葵花药业股权外，关彦
斌、张晓兰二人还持有其他诸多产业。不知
道，
这些产业如何分配？
资料显示，关彦斌手中还持有其他一些非
上市公司股权。譬如，其直接本溪嘉财恒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9%股权，直接持有辽阳嘉
财恒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股权，直接
持有辽宁冠京商贸有限公司 40%股权，直接
持有黑龙江圣灵藏獒园有限公司 70%股权等
等。这些资产涉及房地产开发、百货零售、犬
类养殖等多个产业。
此外，关彦斌还通过葵花集团间接持有五
常葵花阳光米业、黑龙江葵花房地产、哈尔滨
葵花商贸城等公司股权。
每经

工行 e 缴费
清凉盛夏季
炎炎盛夏，还头顶烈日为了缴纳水
电燃气费、通信费、学杂费而奔走？工
商银行推出的“工银 e 缴费”，将生活中
所需缴纳的各种费用一
“网”
打尽。
更令人激动的是，为了回馈广大用
户，工商银行特举办“轻松 e 缴费 清凉
盛夏季”，所有成功缴费的用户都有机
会获得工银 e 缴费派发的最高 100 元
面值的缴费红包。更有机会赢取上海
迪士尼乐园门票，
免费畅游迪士尼。
那么究竟如何参加活动呢？2017
年 7 月 17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使用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e 缴费或登录网站
（fee.icbc.com.cn），完 成 任 意 一 笔 缴
费业务或通过朋友分享的抽奖链接即
可领取最高 100 元面值的缴费红包，
还有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2000 张
上海迪士尼门票，500 万元现金券为
炎炎夏日送上一缕清风，伴您度过清
凉盛夏。
无论您是否为工行用户，均可通过

中国工商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工商银
行手机银行 APP，进入“工银 e 缴费”入
口，即可一站式缴纳水电燃气费、手机
费、宽带费、固话费、学杂费等费用，轻
松又安全。
未注册登录时，可根据您的需要选
择缴费项目，点击选择网银支付、手机
银行支付、工银 e 支付或他行卡支付等
四种银行认证的安全支付方式，即可轻
松又安全的完成生活杂费缴纳。如果
您是工商银行注册用户，更可以设置常
用的缴费项目，享受主动缴费、账单通
知缴费、账单委托代扣缴费等三种缴费
模式，让您不再受断费困扰，轻松搞定
各类缴费事项。
另外，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也登陆
了“工银 e 缴费”平台，您可通过“交通
旅游”-“景点门票”栏目中选择“上海
迪士尼乐园门票”购买，价格优惠。详
情请见工商银行网站或关注“中国工商
银行”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