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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14

GQY 视讯拟 7.8 亿元易主

如转让成功，
控股人夫妇将累计套现 13 亿元
本报讯（记者 黎莉） 昨日，上市公司 GQY 视
讯（曾用简称宁波 GQY）连发两份公告，回应深交
所关于其股价异动的关注函，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
注。当天，曾连续两天涨停的 GQY 视讯出现巨量
震荡，收盘时微跌 0.58%，换手率达到 18.9%，大大
高于平日。
记者注意到，GQY 视讯在公告中，主要公布了
关于其控股股东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一事的进展情
况。1 月 8 日，GQY 视讯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郭启寅、袁向阳夫妇作价 7.8 亿元，拟将全部股权转
让给开封金控。消息一出后 GQY 视讯涨停两天。
新年仅 10 日，对于 GQY 视讯的投资者来说，
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由于接连几年的经营状况
不理想，GQY 视讯一度被列在“退市热门”的名单
之上。2016 年、2017 年，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分别亏损 2169.51 万元、1.05 亿元。去年
12 月份一个月内，GQY 视讯发布了 4 次股票可能
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最近一次风险提示
则是在今年的 1 月 4 日。
不过随即剧情有了大反转。在 1 月 8 日午间发
布的公告中 GQY 视讯称，公司控股股东高斯公司
股东已与开封金控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高斯公司股东郭启寅、袁向阳夫妇合计持有高斯公
司 68.2%的股权，两人拟将其持有的高斯公司全部
股权转让给开封金控，转让款总计为 7.84 亿元。受
到消息的影响，GQY 视讯的二级市场股价在 1 月 8
日、9 日两天被直线拉至涨停。
根据 GQY 视讯对于股权转让的公告显示，按

照双方约定，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开封金控应当向郭启寅、袁向阳夫妇
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4 亿元；在高斯公司将所
持有的 GQY 视讯股票质押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开封金控应当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3.84
亿元。
事实上，这也不是郭、袁两人第一次套现了。
GQY 视讯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上市，上市之后的
“成绩单”一直不太好看。记者注意到，尽管根据公
告显示，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56 亿元，
同比增长 8.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1.63 万元，同比增长 226.75%。但其盈利主要
是来自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洲际机器人有限
公司出售了宁波环城西路南段 88 号的房产。而在
GQY 视讯打算易主前的 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控股股东高斯公司、GQY 视讯实际控制人郭启
寅、袁向阳夫妻二人已累计通过减持股份套现 5.24
亿元。如果此次转让成功，意味着两人将累计套现
13 亿元。
昨日的公告显示，目前股权转让交易事项属于
推进阶段。若上述转让成功，GQY 视讯实际控制
人将发生变更。公开资料显示，开封金控成立于
2017 年 6 月，是开封市人民政府结合《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融资公司改革创新转
型发展的指导意见》进行组建的，为国有全资企
业。因此有业内人士分析，一旦此次转让成功，
GQY 视讯的“户籍”很有可能被改变，其注册地或
将从宁波迁往开封。

东钱湖冬捕
昨日，一年一次的东钱湖冬捕在雨中开捕。东钱湖是宁波的淡水鱼仓，湖中仅鱼类就有 40 余种
之多。据捕鱼的渔民介绍，元旦后，他们就为冬捕忙碌起来，先把两张长约 3000 米的渔网分别拖进设
在马山村的网基，再从四面八方把湖里的鱼赶入这个网基，这几天就开始集中捕捞。今年约有七八
万斤淡水鱼供应市场。
记者 胡龙召 通讯员 祁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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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优秀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公布

我市慈溪葡萄、余姚杨梅等
4 个品牌入选
本 报 讯（记 者 鲁 威） 近 日 ，
2018 年 浙 江 省 优 秀 农 产 品 区 域 公
用品牌出炉。其中，
“ 余姚榨菜”入
选最具影响力十强品牌，
“ 奉化水蜜
桃”
“ 慈溪葡萄”入选最具成长性十
强品牌，余姚杨梅入选最具历史价
值十强品牌。
此次浙江省优秀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综合评价从 2018 年 8 月份启
动，是全省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培育一批叫得响、过得硬、
有影响的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而开展
的，这也是全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首次开展综合评价，分别有最具
影响力十强品牌、最具成长性十强
品牌、最具历史价值十强品牌等三
大项。
根据要求，2018 年浙江省优秀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价申报的品
牌商标要通过商标注册；品牌主体
须是政府部门或公益性组织，品牌
主体须具有公用品牌管理办法和标
准；产地近 3 年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件；品牌知名度高、产业链完整、
发展潜力大，品牌农产品带动农民增
收等条件。
2018 年浙江省优秀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入选名单：
（一）最具影响力十强品牌。丽
水山耕、舟山带鱼、安吉白茶、大佛龙
井、雁荡山铁皮石斛、金华火腿、临安
山核桃、余姚榨菜、常山胡柚、仙居杨
梅。
（二）最具成长性十强品牌。松
阳香茶、奉化水蜜桃、慈溪葡萄、平阳
黄汤、建德草莓、嵊州香榧、安吉冬
笋、三门青蟹、金华两头乌、常山山茶
油。
（三）最具历史价值十强品牌。
庆元香菇、处州白莲、余姚杨梅、磐五
味、新昌小京生、枫桥香榧、黄岩蜜
橘、开化清水鱼、大陈黄鱼、武义宣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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