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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明星跨界资本市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又一批明星股东浮出
水面，范冰冰、吴秀波分别持有唐德影视和幸福蓝海的股份，成功跻身公司前十大股东。近日，文
投控股重组拟购买的资产为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孙俪等明星有望借此登陆A股“淘金”。

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

明星争入上市公司“当家作主”

9 月 9 日，文投控股发布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拟购买海润影
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润影视”）。作为国内知名民营
影视制作公司，海润影视曾投资
制作过《永不瞑目》、《玉观音》、

《一米阳光》等知名作品，也三次
试图冲击A股，但均告失败。

海润影视还拥有众多明星
股东。资料显示，演员孙俪、陈
艳、制片人魏鉴，编剧束焕等明
星，均为海润影视股东。而海润
影视子公司海润影业已在新三
板挂牌，截至 6 月 30 日，孙丽（孙
俪）、郭涛、刘诗施（刘诗诗）均跻
身海润影业前十大股东名单，持
股比例分别为 6.13%、4.38%和
4.38%。

值得注意的是，文投控股子

公司耀莱影视独家拥有成龙品
牌，成龙几乎成为耀莱集团文化
领域的代言人，文投控股如并购
海润影视成功，成龙和孙俪或有
更多联手机会。

事实上，随着监管层对影视
资产并购的趋严监管，影视类并
购数量已经有所减少。今年 6
月，长城影视拟以 13.5 亿元的交
易对价并购首映时代 100%的股
权，而首映时代的背后大股东则
有影视明星顾长卫、蒋文丽（蒋
雯丽）、马思纯。深交所曾下发
问询函要求长城影视说明首映
时代估值的合理性。而此前唐
德影视入股范冰冰控股的爱美
神影视、暴风科技入股刘诗诗所
持股的稻草熊影业的计划也先
后流产。

A 文投控股拟购海润影视或揽入孙俪

不过，部分明星仍手握影视
企业的大量股份，甚至成为公司
前十大股东。最为典型的就是范
冰冰，2011 年 4 月，唐德影视增
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98.16 万元，
其中，范冰冰出资 85.60 万元，赵
薇出资 77.64 万元，张丰毅出资
37.83 万元，霍建起（导演）出资
29.86万元，随后公司改制上市。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上述明
星依然出现在唐德影视的股东名
单中。唐德影视半年报显示，范
冰冰持有公司 644.96 万股，持股
比例为 1.61%，按照最新股价计
算，持股市值约为1.59亿元，是公

司第十大股东；赵薇的哥哥赵健
是第二大股东，持有 3202.2 万股
股份，持股 8.01%，持股市值约为
7.9亿元；赵薇持有公司584.99万
股股份，市值约为1.44亿元；张丰
毅持有公司 285.03 万股，市值约
为7037万元。

成为公司重要股东的还有吴
秀波。幸福蓝海半年报显示，吴
秀波持有该公司 558.9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5%，是公司的第
七大股东，据最新股价计算，吴秀
波持有股份市值高达 9629.85 万
元，幸福蓝海上市 13 个月，吴秀
波浮盈近6000万。

B 范冰冰、吴秀波成上市公司前十股东

事实上，除了唐德影视、幸福
蓝海，欢瑞世纪也是影视明星扎
堆的上市公司。其股东名单中，
何晟铭、杜淳、孙耀琦、李易峰、贾
乃亮均榜上有名。截至 6 月 30
日，何晟铭持有欢瑞世纪 362.68
万股，杜淳持有 140.07 万股，孙
耀 琦 、李 易 峰 、贾 乃 亮 均 持 有
72.53万股。不过，由于欢瑞世纪
陷入质押股权平仓危机，股价从
最高突破 18 元到节节下跌至 8.3
元，上述明星相对定增价仅浮盈
8%。

近年来，影视公司和明星联
系越来越紧密，明星摇身一变成
为影视公司老板也不是新鲜事。
从赵薇到范冰冰，通过入股影视
上市公司而身价暴增，而影视公
司也依靠明星入股深度捆绑明星
资源，依靠明星效应引起市场关
注。

不过，仅靠捆绑明星 IP 对于
影视上市公司显然不够，在公司
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明星离巢的

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靠着丰
富的艺人资源起家的欢瑞世纪如
今就面临着业绩变脸、明星股东
离巢的质疑。

欢瑞世纪最近可谓“麻烦不
断”，先是公司因涉嫌信披违法违
规遭证监会立案调查，随后曝出
公司重要股东质押的股份跌破平
仓线。明星股东显然也支撑不起
欢瑞世纪的业绩。中报披露，上
半年欢瑞世纪亏损 3963.39 万，
净利润同比下降183.69%。

同时，市场上关于李易峰出
走的声音不断。在全景网的互动
平台中，欢瑞世纪面对多个质疑
回应称，“李易峰与公司的经纪合
约在正常履行之中”。不过，让投
资者颇有疑虑的原因是欢瑞的

“前车之鉴”，曾持有欢瑞世纪 50
万股股份的杨幂在 2015 年将其
股份转让，原因为杨幂成立了自
己的工作室。当红小生杨洋在拍
完网络剧《盗墓笔记》之后也宣布
与欢瑞世纪解约。 本报综合

C 明星股东难撑欢瑞业绩

9 月 11 日晚，宏达股份公
告称，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四
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和四川
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通
知，获悉宏达实业正在进行重
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变更。

Wind 数据显示，2017 年
以来，共有 43 家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发生了变化。

中央汇金成 4 家
公司控制人

在43家上市公司中，东方
锆业、中毅达、茂业通信、嘉应
制药、ST山水、韶能股份、东港
股份、长电科技和云南白药 9
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了

“从有到无”的转变。
Wind数据显示，姜照柏、

颜静刚等自然人实际控制的
上市公司家数发生变化，均实
际控制 3 家上市公司。其中，
姜照柏控制国中水务、大康农
业、鹏欣资源；颜静刚控制尤
夫 股 份、宏 达 矿 业、富 控 互
动。截至目前，单一自然人控
制上市公司家数超 3 家的还
有：鲁冠球控制万向钱潮、顺
发恒业、承德露露、万向德农；
艾路明控制三特索道、人福医
药、当代明诚；黄伟控制哈高
科、*ST 新亿、新湖中宝；解直
锟控制宇顺电子、三垒股份、
美尔雅；金良顺控制精工科
技、精工钢构、会稽山；李兆廷
东旭蓝天、东旭光电、嘉麟杰；
刘伟控制冀凯股份、华谊嘉
信、佳都科技；孙广信控制广
汇能源、广汇汽车、广汇物流
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中央汇金通过间接增持，成为

嘉宝集团最终控制人。Wind
数据显示，目前中央汇金为嘉
宝集团、申万宏源、光大银行、
中国银行的控制人。

部分公司此前主
业有所变化

部分实控人发生变化的
公司此前主业有所变化。以
梦舟股份为例，公司2017年7
月公告称，中文简称拟由“鑫
科 材 料 ”变 为“ 梦 舟 股 份 ”。
2015 年，公司收购了西安梦
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权，涉足电视剧制作和
发行。目前，公司在影视行业
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铜
加工和影视剧制作的双主业
格局。2017 年，公司原控股
股东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协议方式向霍尔果斯
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转让
其所持有的鑫科材料 17500
万股股份，冯青青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部分实控人发生变化的
公司业绩表现不佳。银鸽投
资原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 任 间 接 实 际 控 制 人 为 孟
平。2016 年，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河南能源集团委托河南
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对所
持公司控股股东漯河银鸽集
团100%的国有股权进行公开
转 让 ，转 让 底 价 为 30.84 亿
元。主要原因是接手 5 年来，
银鸽投资连年亏损，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7524.24 万元。今年 3
月 15 日，孟平接盘该等股权，
成为银鸽投资间接实际控制
人。 每经网

43家上市公司实控人生变

周二 A 股市场的走势，主
要是因为近期 A 股的两大主
线纷纷退潮。一是新股，在新
股停牌核查潮再度来临之际，
新股的回落也在情理之中。
更何况，经过了持续炒作之
后，不仅仅估值高企，而且市
场遍地都是获利盘，不跌才奇
怪呢。二是新能源动力汽车
产业链个股。周一大多是涨
停板，周二早盘一度也是集体
冲击涨停板，这其实也意味着
此主线的短线涨幅惊人。而
且，锂、钴等上游资源股在近
期一直是运行在上升通道中，
故周一、周二早盘的大幅拉升
就是主升浪的高潮阶段，所
以，出现获利盘集体回吐也在
情理之中。

但奇怪的是，上证综指居

然只是冲高受阻，并未出现以
往市场主线一旦回落，指数就
惊惶失措的态势。这就引起了
分析人士的注意，因为这意味
着A股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他
们不管热点如何演绎，他们只
关注指数的稳定运行。这就说
明了当前A股市场最佳的走势
就是稳中有进，进中有稳。

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的
操作策略可灵活一些，涨多
了，就卖一些，尤其是进入主
升浪的品种。同时，在仓位配
置方向上，目前可能需要适量
降低一些新股、新能源动力汽
车股的配置力度，转而加仓一
些大金融产业股、煤改气受益
类品种。其中，大金融产业股
中的信托股的产业空间有所
拓展，值得跟踪。 秦洪看盘

两大主线纷纷退潮

主升浪品种连续大涨是高卖机会

孙俪

范冰冰

吴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