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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许意强

简讯

号称“稻米精深加工第一股”的

万福生科（300628），2012年 10月 26
日公开承认 2012 年半年报存在营业
收入、经营利润、净利润三项关键指

标全部造假，且虚增金额较大。2013
年 3 月 1日再度承认公司自 2008 年
至 2011 年累计虚增收入 7.4 亿元左
右，虚增营业利润 1.8亿元左右，虚增
净利润 1.6亿元左右，四年净利润累
计“注水”近九成，再度刷新投资者对

中国资本市场的认知。

“创业板公司在上市进行一定的

财务包装可以理解，但像万福生科这

样从股改、IPO申请、登陆创业板的过
程中，业绩造假几贯穿全过程，持续

时间之长、涉及金额之大，令人触目

惊心。”奥维咨询研究院院长张彦斌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万福生科的

造假刷新中国资本市场的纪录，性质

极其恶劣，必须要重刑严惩才能达到

警示作用。

一切要等证监会的定性

作为 2012年中国证监会查办的
大案要案之一，万福生科的业绩造假

事件已引起证监会多位高层的关注，

相关案情和处罚结论有望近期披露。

万福生科的造假事件，引发了舆论和

投资者的指责与质疑。不过，远在常

德市桃源县陬市镇的万福生科却表

现得颇为镇定和平静。

3月 14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万福生科董秘办得知，“自春节以后，

中国证券会和湖南证监局再也没有

到公司进行现场稽查，公安部门也没

有进驻公司，只是调取相关资料。整

个公司日常经营正常，老板更不会跑

路”。

由于适逢全国两会召开，对于最

终结果何时出来，万福生科方面表

示，“我们也很关注，但不清楚具体时

间，一切都要等证监会的定性”。

不过，业绩造假已经让公司财务

总监以请假的方式悄然离职。公司发

布公告称，“公司现财务总监覃学军

因个人原因请假，由于请假时间较

长，无法履行相应的职责，根据相关

规定属于自动离职的情形”。

面对记者提出，“既然是公司同

意其请假，为何又说不能胜任工作、

成自动离职？请假是不是因为参与业

绩造假承受不了压力，选择逃避？”等

问题，上述人员表示，“财务总监已离

开公司。辞职就是个人原因，家里出

事情没法承担工作，具体什么内容我

们没有得到本人授权，不能透露。我

们还能联系上她”。

面对证监会迟迟未出台的结论

和公司还在正常交易的股票，不少投

资者正面临新的担忧：本月（3 月 27
日），公司自然人股东彭志勇、张苏

江、李方沂、余小泉、刘丽、邓鹰以及

法人股东南京鸿景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苏州工业园区中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和深圳市盛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等占公司总股本 14.14%的“大小
非”将迎来解禁期。

对此，该人员表示，“毕竟公司现

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到时候是不是

会如期解禁，我们会提前发布公告。

到底会不会，现在不好说”。面对记者

提出的“很多投资者认为被公司欺

骗，要求索赔怎么办”这一问题时，该

工作人员表示，“那只能你自己咨询

律师了”。

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

3月 15日，当《中国企业报》记者
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公司董秘办时，一

工作人员在电话中透露，“最近打电

话咨询的投资者不多，倒是媒体的批

评报道很多，很多人都关心公司是不

是会暂停上市或直接退市，只能说存

在这种风险”。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公司

日常经营一切都很正常”，面对记者

提出“如此恶劣造假行为，公司从去

年 9 月到现在为何没有一直停牌”，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停牌的时候有

投资者要求复牌，现在复牌之后又要

求停牌，现在不停牌也是希望保证投

资者利益”。

来自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当去

年公司首次承认 2012年上半年业绩
虚增以及证监会立案调查前后，还是

对公司市场销售造成不小的影响，很

多人都担心公司会因此出现倒闭，所

以不敢合作了”。

上述人员也证实，“去年确实有

个别经销商担心公司发展，心有芥

蒂。不过，后来公司专门向合作伙伴

开会解释过相关的原因。现在来说，

整体市场经营业绩还是比较正常”。

对于如何向公司客户进行的解

释，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说公

司高层对相关的法规不了解，同时去

年上半年公司因为技改停产对经营

业绩造成影响，但高层担心公告后会

对公司形象，对整体发展不好，就没

有对外说。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还

能怎么说”。

对于接下来公司可能面临的处

罚结果，北京中兆律师事务所主任李

江认为，“万福生科欺诈发行股票的

行为，将有可能同时面临行政机关的

行政处罚和司法机关的刑事制裁”。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入对万福

生科财务、营业执照的前期调查阶

段。

万福生科造假“登极”公安介入

近日，有消息透露，由于股价持

续低迷，网游企业第九城市董事长

兼 CEO 朱骏正在海外寻求资金支
持，或为推动公司私有化计划所用。

目前，九城痛失《魔兽世界》代理权

之后，一直没能找到新的业绩增长

点，如今股价只有发行价 17美元的
16%左右。

多位行业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代理国外优秀作

品虽然能为国内网游企业短时间带来

大量用户和收益，但是也造成这些企

业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国外开发商的

手中，甚至导致中国网游企业在自主

研发方面长达数年都未有起色。

成败皆代理

根据文化部的数据，中国网游市

场规模在 2010 年为 326 亿元，2011
年为 428.5亿元，2012年网络游戏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 569.6亿元。

在网游企业人士张华威（化名）

眼中，看似光鲜的市场实际上另有隐

情，“中国网游行业，特别是在早期，

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一段代理的历史，

所谓的网游企业只不过是国外网游

产品的代理商和渠道商。”

2002 年 7月，九城获得韩国《奇
迹 MU》的大陆独家代理权，一度与代
理《传奇》的盛大分庭抗礼。2004年 4
月，九城又拿到了暴雪公司《魔兽世

界》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这款游戏

连续四年成为九城近 90%的收入来
源。

即使是现在，作为中国网游龙头

的腾讯，仅仅其代理的 CF（穿越火线）
和 DNF（地下城与勇士），2011年就为
其全年总营收贡献了约 40%。到了
2012年，粗略统计，CF月均收入在 4
亿左右，DNF也达到了 3亿。
“代理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

的用户和收入，但是容易受制于国

外开发商。一旦开发商决定选择其

它的代理商，企业就可能瞬间被用

户抛弃。”易观网游分析师孙梦子告

诉记者。

2009年，暴雪公司转而选择网易
作为《魔兽世界》的代理商，九城没有

了这个吸金利器业绩直线下滑。根据

其 2012年 8月公布的财报显示，自失
去《魔兽世界》代理权后，这家公司已

经连续 14个季度亏损。

天价代理费

“不仅仅是受制于人，表面上丰

厚的收入实际落入九城口袋的并不

多，因为代理费会占用大量资金。代

理《魔兽世界》期间，九城某一季度财

报显示其利润率仅为 14%，不足网游
行业平均利润率的 1/3。”孙梦子补充
说。

数据显示，《魔兽世界》从 2000
年底开始开发，用了差不多 5年时间
打造，投资约 4000万美元。而第一个
代理商九城，付出了 5000万美元才
拿得 4年的营运权。新代理商网易更
是总共支付了 2.146亿美元，换取了
在中国为期三年的游戏营运权。

另有行业人士在博客中透露，国

外游戏开发者在代理费上漫天要价

的情况已是司空见惯，例如，韩国的

H 公司给一款（预期的）好游戏注资
约 350 万美元，游戏还没有开发完
毕，大陆的代理费就已喊到了 800万
美元（不包括分成费），大有一役赚回

老本的架势。

不过，张华威强调说，很多优秀

的网游作品都需要历时数年、花费巨

资打造，急于盈利的中国网游企业一

方面缺乏耐心，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没

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代理国外产品无

疑是一条捷径。

据悉，在比较知名的优秀网游作

品中，《使命召唤》系列总投入已经达

到了 10 亿美元左右，《星球大战：旧
共和国》总计游戏投入预计将超过

1.1亿美元，《GTA4》让开发商付出了
大约 1亿美元才制作完成，这对很多
中国网游企业来讲都不是一下子就

能拿出来的。

其实，九城也一直在重金打造自

主产品，并且收购了由暴雪前高管建

立的研发工作室，其旗下的《Firefall》
2012年上半年已在东南亚市场卖出
2300万美元，刷新了欧美 3A级网游
身价，预计 2013年在大陆将进入商
业化运营阶段。

对于消息曝光的私有化问题，第

九城市副总裁沈国定声称，也是刚刚

从新闻中看到的，这个问题暂时不评

论。不过九城的运营策略一直在按照

计划进行，不会发生改变，通过今年

推出的几款重点产品，九城在收入方

面应该会有所提升。

2013 年 3 月
1日万福生科再度

承认公司自 2008

年至 2011 年累计

虚增收入 7.4亿元
左右，虚增营业利

润 1.8 亿元左右，

虚增净利润 1.6亿

元左右，四年净利
润累计“注水”近

九成，再度刷新投

资者对中国资本

市场的认知。

受困代理制 九城或私有化
本报记者郭奎涛

“

3月12日，以“简网络·享未来”为主题的锐捷网络新品战略发
布会在中国科技馆召开。在“以简驭繁，让用户关注业务而非网

络”的全新战略下，锐捷网络发布了其2013年系列“简”网络新品。
为了适应数据中心和园区网的发展和融合，锐捷网络面向云架构

下的网络体系，推出了业界首款“云架构网络”核心交换机———

Newton 18000。在无线应用领域，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锐捷网络
分别推出了系列部署、管理简单的无线创新产品。 （吴荣华）

锐捷网络发布 2013年产品战略

皇冠金融优惠 3月启动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领略皇冠的品牌魅力，享受皇冠汽车带

来的驾乘乐趣与品质生活，一汽丰田皇冠品牌特别在 2013年 3
月 1日至 4月 30日期间，推出超值的 0利率低利率购车优惠活
动，“礼遇”一直关注并支持皇冠品牌的新老客户。除了金融优

惠，一汽丰田还同期推出了“皇冠品质，挚友同享”的好友介绍活

动。活动期间，皇冠车主成功介绍好友购买皇冠汽车，便可获赠

1000元的油卡一张，新车主（好友）可获得 1500元的油卡。
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网络平台问世

日前，茅台镇香山酒业有限公司、遵义怀乡满台酒业有限

公司、壳牌机油福建泉州地区总代理等企业再度与造假者角

力，借助北京金源茂丰新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中

国产品质量追溯网络平台”，让消费者简单、当即识别所购商

品的来龙去脉，使造假产品暴露无遗。据介绍，“中国产品质量

追溯网络平台”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

高、使用成本低、消费者易于识别的一项最新产品质量追溯和

防伪体系，具有不可复制性。 （许健）

屈臣氏建设全方位零售布局

3月 7日，屈臣氏官网商城宣告正式上线，同时在全国门
店及官网商城正式推出产品双线攻略。这是屈臣氏继 2011年
12月进驻淘宝商城及 2012年底推出掌上网店后，在电商平
台上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屈臣氏渠道跨界融合以来的关键

战略布局。至此，屈臣氏完成天猫旗舰店、掌上网店及官网商

城的三大电商平台布局。屈臣氏方面则表示，“未来，全方位零

售将是屈臣氏中国市场布局的主旋律，我们将同时着力发展

线上电子商务平台与线下实体店，双线并行。”

极进网络与厦门建发战略合作

日前，美国极进网络有限公司宣布与中国主要技术产品和

服务经销商厦门建发通讯有限公司（建发通讯）签署重要代理

合作协议。极进网络将与厦门建发通讯携手扩大业务服务区域

和行业客户，拓展其网络解决方案在制造商和能源公司、电信

运营商和教育机构等关键行业的应用，增加以太网络解决方案

的使用范围。极进网络首席营销官 David Ginsburg表示：“厦门
建发通讯是亚洲领先的 IT公司，拥有品牌、规模和信誉优势，
为网络解决方案代理商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肖燕）

华德士公司发布在华薪资调查结果

近日，全球首屈一指的专业人才招聘顾问公司华德士公

司，正式发布一年一度的全球薪资调查报告。《华德士全球薪资

调查报告》现已推出第 14版，是当前对全球招聘趋势和薪资水
平最综合全面的评述总结。在中国内地的主要调查结果显示：银

行和金融服务机构普遍遭受全球市场环境的不利影响。一方面，

企业迫切希望提高盈利能力从而加大销售人才招聘的力度；与

此同时，鉴于成本控制的需求而不得不冻结某些岗位的招聘。零

售、奢侈品和快速消费品行业均呈现出增长态势。 （洪林）

上海国际建筑电气与建筑智能化展将办

据悉，2013年 3月 27日至 29日开幕的 2013上海国际建
筑电气与建筑智能化展，将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召开。在 12000
平方米的展厅里，约 200家海内外品牌企业将带来各自先进的
技术与设备进行交流。上海国际建筑电气与建筑智能化展对建

筑行业“蜕变”产生的催化作用，已经受到众多业内人士的认可。

展会同期，还将有 50多场以绿色节能建筑为主题的高端会议，
讨论全球建筑电气与建筑智能化的热点技术与产品。（萧然）

新世纪女性健康生活公益活动举行

3月 8日，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第十三届新世纪女性健康生
活大型公益活动”在北京举行。作为此次大型公益活动的开幕

大戏，由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国家图书馆、华夏银行共同主办的

“我的绿色生活圈”环保展览和专题讲座也在国家图书馆精彩

上演。展览围绕“做华夏丽人，享绿色生活”的主题，以“家”为出

发点，从衣食住行、休闲社交、购物育儿等多个方面，向公众全方

位展示了环保的重要性和途径，呼吁公众身体力行，从点滴小

事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大家庭。（王萌）

云驾岭矿实行“现场 +案例”安全培训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云驾岭矿不断创新安全教育方法，实

行“现场垣案例”培训法，收到了良好效果。该矿创新实行了“现
场垣案例”的培训方法，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工种现场不按规程
施工的现象制定出题目，并由专人负责找出与“现场”相关的

案例，并将案例发生的原因、经过、教训整理成教案，对职工进

行培训，通过讲解案例，让职工深刻认识到不正规操作的危害

性及如何做到正规操作。 （程占国）

华泰圣达菲新品 T7正式上市

近日，韩系经典华泰圣达菲宣布，其分别搭载 1.8T 汽油
及 2.0T柴油的涡轮增压动力新品———圣达菲 T7正式上市。
新产品在动力系统、外观内饰、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

级，而价格则仍保持不变，1.8T手动两驱售价为 9.57万，2.0T
柴油手动两驱为 9.97万，2.0T柴油手动四驱则是 11.67万。华
泰圣达菲 T7以超高性价比，不但让广大消费者的 SUV 生活
在动力、操控和经济性上得到了全面升级，更有望成为引领国

内中级 SUV市场的全新价值标杆。

受业绩造假消息影响，万福生科股价持续走低

链接

《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招

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

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

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

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

资金金额 1%以上 5%以下罚金。同时，

《证券法》相关规定：发行人不符合发

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

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

金额 1%以上 5%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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