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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客车召回430辆问题客车
公司称对未来业绩无影响

》龙虎榜

机构抛售凶猛 券商股集体跳水

今年４月，
《 校车管理条例》 的颁布让宇通客车为此沾上不
少光。不过，近日公司却因部分客车存在侧倾的安全隐患，而不
得不对其采取召回措施。但对于这起召回事件，宇通客车显得相当淡
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召回数量极少，且公司会对零部件供应商进
行索赔，因此对公司的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余儒文 绘

４３０辆客车存缺陷
宇通客车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召回报告
４３０辆。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发布了有关
“ 客车究竟是存在何安全隐患？”、
宇通客车召回问题车辆的最新公告。内容
显示，按照《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 “ 公司此后是否还会有后续召回计划？”
定》的要求，宇通客车向国家质检总局递 “ 倘若要支付赔偿金的话，召回事件是否
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 ……昨日，在
交了召回报告，决定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宇通客车的股吧里，不少投资者对于公司
起，召回自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
此次的召回行动倍感不解。
日生产的宇通牌ＺＫ６８０９ＨＣ９客车，共计

召回数占比极小 向供应商要求索赔
事件对公司未来业绩无影响
为此，记者昨日致电宇通客车投资者
关系部。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之前，公司在
对一辆ＺＫ６８０９ＨＣ９客车进行检修时，发
现车辆驱动桥桥壳存在局部焊接缺陷，所
以公司为了安全起见，要求对在该时间
段内生产的客车进行全部召回。
“ 由于车
桥供应商制造原因，本次召回范围内所
涉及的车辆驱动桥桥壳存在局部焊接缺
陷。恶劣路况下，该缺陷可能导致驱动桥
轴管与桥壳环焊缝处出现疲劳裂纹，极
端情况下可能引起断裂，导致车辆侧倾，
所以公司采取了召回措施，并免费为问
题客车更换合格的驱动桥桥壳，以消除故

障隐患。”
至于投资者关心的该起召回事件是
否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宇通客车的工
作人员表示，此次召回批次的客车数量并
不多，且在公司整个销售占比中份额相当
小，
“ 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销售了４万余量
车，所以，此次召回的４３０辆客车对公司不
会构成影响。”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公司会
先对召回车辆进行全面检测，召回车辆是
否存在问题目前尚不可知，
“ 但如果的确
存在质量问题的话，公司会向该零部件供
应商进行相关索赔，因此该事件不会对公
司的业绩产生影响。”

基本面良好 校车业务空间大
分析师看好公司未来表现
而从宇通客车近年来的业绩表现来
看，自去年三季度以来，宇通客车的净利
润增幅始终保持在３０％以上。公司去年全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为 １１．８１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３６％；而从今年最新的三季报数据来看，宇
通客车今年１至９月也实现了９．７３亿元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幅度为３２．７０％。
此外，宇通客车的股价表现也令投资
者颇感安慰。尽管近两日大盘表现不佳，
但宇通客车的股价却是相当坚挺。大盘一
路向下，而宇通客车连续两日逆势飘红，
昨日该股收报于２０．８１元，上涨０．１０％。
对于宇通客车的未来走势，业内人士
也显得较为乐观。东兴证券的分析师王明

德在其最新发布的公司研报中表示，短期
来看，虽然四季度客车行业销量增速不容
乐观，但宇通客车依靠市场龙头地位仍然
可实现１０％左右的增长。公司今年可销售
校车数量约达７０００辆，预计将做出２０亿元
的收入贡献。今后，校车需求还将继续提
升，未来公司在校车业务的增长空间仍然
巨大。此外，公交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可达到
１０％以上，而宇通客车借助行业龙头地位
可获得１５％左右的增速。因此，从中长期来
看，随着公司公交市场的份额提升，以及
校车和车辆出口销量的快速增长，未来宇
通客车的市场份额有望继续保持稳定的
增长。

（ ００２５００）跌幅均超过７％。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昨日大盘由红翻 券
弱市之中，机构不再选择做市场的
绿，券商股尾盘重挫是重要原因之一，而
晚间龙虎榜显示机构大力抛
晚间龙虎榜显示，昨日机构是券商股抛盘 “ 定海神针”，
售券商股，其中国金证券被两机构联手甩
的主力。
卖１４９３．１５万元，
买方席位上则无机构身影。
业内人士分析，昨日两则传闻导致券
机构对国金证券态度鲜明，但对宏源
商股大跌。
证券、长江证券和西部证券的后市看法则
其一，证监会、基金、券商、银行等正
在讨论
“ 基金降低券商佣金２０％”等方案。 存分歧。
宏源证券昨日被１机构卖出１８４２．２１万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该方案获得批准，券
元，但也有１机构出手护盘，买入金额为
商业绩将进一步下降；
其二，据ＷＩＮＤ资讯统计数据显示， ４８９．１５万元；长江证券遭３机构合计抛售
２４３２．０７万元，也有１机构出手增持，买入金
无论是ＩＰＯ上市数量，还是券商承销费，均
创出了２０１０年来的三年低点。今年以来， 额 ６８３．９０ 万 元 。 西 部 证 券 遭 １ 机 构 抛 售
１３２９．８６万元，
但２家机构出手增持，买入金
券商ＩＰＯ承销收入５４．３亿元，比去年同期
额为１１１０．６５万元。总体而言，对这四只券
的１３０亿元剧降５８．２％，而与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３．４
商股，机构抛售力度更大。
亿元相比，更是天壤之别。目前具有保荐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不断创出新
资格的券商共有７７家，这意味着有３６家券
低，
机构也在积极寻找反弹机会。
商ＩＰＯ保荐收入将颗粒无收，占比４６．８％。
金卡股份
（ ３００３４９）昨日跌停，收报
这两则消息令昨日午后券商股集体
３４．７４元，晚间龙虎榜显示３机构出现在该
跳水，国金证券
（ ６００１０９）尾盘封跌停，西
部证券
（ ００２６７３）、国 海 证 券
（ ０００７５０）、 股买方席位上，增持金额达１５７０．７３万元，
宏源证券
（ ０００５６２）跌幅均超过９％。此外， 占昨日成交额的２５．２６％。昨日尾盘跳水的
新疆浩源
（ ００２７００）则获１机构增持５７１．７０
长 江 证 券 （ ０００７８３）、 兴 业 证 券
万元。
（ ６０１３７７）、东 吴 证 券
（ ６０１５５５）、山 西 证

》焦点个股

重庆钢铁逆势四涨停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上证指数
昨天收出了本周的第四根阴线，
４天跌幅达
３．１５％，与此同时，重庆钢铁却连续四天涨
停，
累计涨幅达４６．８４％，
上演了疯狂一周。
前几日表现抢眼的重庆钢铁昨天以
３．２２元高开，但开盘２分钟后快速下泄，半
小时内跌到３．０２元，反而变成跌４．４３％。当
投资者们正要感叹覆巢之下无完卵时，下
午开盘后，重庆钢铁突然发力一路冲高，
并再次涨停报收于３．４８元。
重庆钢铁的连续涨停之旅启动于本
周一，当日股价以２．４７元高开后２分钟内就
被封死在涨停板上，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而截至昨天，重庆钢铁本周四个交易日的
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４６．８４％，与四连阴的
沪指形成强烈反差。
重庆钢铁突然遭到爆炒是因为上周
末发布的一则公告，公告称，重庆钢铁与
控股股东重庆钢铁
（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获得重庆市国
资委批复通过。
按照此前公布的重组草案，重钢集团
拟将其投建的钢铁生产相关资产及配套公
辅设施转让给重庆钢铁，标的资产评估值

为１９６．３３亿元，重庆钢铁拟通过定向增发、
支付现金及承接债务的方式支付对价。
本次重组通过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
反应是因为其十分重要，重庆钢铁去年亏
损达１４．７１亿元，今年三季报时也已经亏损
１１．７亿元，根据规定重庆钢铁如果今年年
报继续亏损，明年将被
“ ＳＴ”。重庆钢铁在
重组预案中也提到，公司环保搬迁以来，
资金需求增加，导致财务成本负担过重，
因此本公司在２０１１ 年度出现了较大幅度
亏损，若本次交易完成前的重组过渡期较
长，则本公司２０１２年可能继续出现亏损；
另外，在重组过程中，若由于钢铁行业、宏
观经济等原因造成本公司无法实现正常
的生产经营，本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实
行ＳＴ风险警示。
而重钢集团曾在草案中承诺，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股东大会通过后３个月内，
将为
上市公司争取到不少于１５亿元的政府补
贴，若未能收到前述补贴或少于补贴１５亿
元，重钢集团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６个月内予以补足。若公司能在接下来不
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上述相关事项，
则今年有望扭亏，
从而免带
“ ＳＴ”帽子。

》主力持仓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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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万讯自控
丰林集团
博盈投资
东方精工
亚太药业
科斯伍德
福建南纺
贤成矿业
康达新材
金通灵

买卖气

３１．３９
１８．０７
３１．１８
３５．４４
３５．１８
２９．５７
２４．３４
１９．１１
１３．４１
１８．２１

主力
持仓

３７７．３４
４５３．６９
２８７．８１
３２３．９４
４２６．５７
３９１．８９
７３２．８９
３３３．１２
３３９．６１
３２５．９６

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
主力 主力
增减 连红

８．４４
３．８４
３．３４
３．１８
２．７７
２．５９
２．４０
２．３２
２．２２
２．２０

１
１
４
２
１
８
５０
７
２
２

名称

新疆浩源
联创节能
湘潭电化
奥瑞金
东土科技
猛狮科技
西部证券
永高股份
亿利达
酒 鬼 酒

买卖气

－２３．４１
－２２．４２
－３５．８０
－２２．７７
－１５．０８
－２２．９９
－２５．９０
－２６．６３
－１７．２１
－８．１５

主力
持仓

３８２．５３
３５２．８３
５０６．４５
３８６．８７
４２０．２６
５０２．１５
３４２．７９
３２７．８３
３８０．５３
４２３．１８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５．０９
－３．６５
－３．３８
－３．２３
－３．１８
－２．７０
－２．６４
－２．５５
－２．２８
－２．２０

－３
－１
－４
－７
－４
－１
－１
－６
－６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