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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晓彬 原本股价
持续走高的赛为智能由于操纵股价的传
闻连续收阴，昨天再次以1.74%的跌幅报
收于19.81元。

1月29日赛为智能公告有三名董事通
过大宗交易进行了减持操作，分别是董事
长周勇、副董事长封其华和董事周新宏，
合 计 减 持 了 505 万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5.05%，成交均价都是21.28元，合计套现
1.07亿元。但从昨天深交所披露的董监高
持股变动情况来看，当日公司其实共有7
名董事高管参与了减持，除了公司公告中
提到的三人外，还有董事陈中云、总经理
胡祝银、董秘商毛红、副总经理周晓清。

其中周晓清、商毛红和胡祝银或许是
因为减持数量较少，认为不会对股价造成
太大影响，所以直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套
现，因而抛售的价格也比较高。三人的减
持股份数分别为500股、21.55万股和4200

股，减持均价则分别为22.70元、22.85元、
22.60元。加上陈中云减持的80.3万股，赛
为智能的董监高们在1月29日合计套现了
近1.3亿元。

公司众高管的减持行为确实比较谨
慎，上亿元股份在抛售的同时却没有在二
级市场造成什么波澜，然而当晚消息曝光
之后，立刻就在次日将股价打到了跌停。

值得注意的是，在董事高管大规模减
持之前，赛为智能接连披露了2012年度拟
10转增12派1的利润分配预案、净利润增
长45.97%的年报以及今年一季度业绩预
增30%—50%等利好消息，不少投资者质
疑这是公司为了方便内部人员高价减持
而预先“ 铺路”。而为董事高管们接盘的
营业部在第二天就如数出现在了龙虎榜
赛为智能的卖出席位上，其中几家以比接
盘价还低的价格将股份全部抛出，接盘可
谓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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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北斗星通 -28.95 447.52 -6.90 -1
科大智能 -35.47 426.00 -5.32 -1
三维丝 -13.38 344.24 -3.72 -2
中原特钢 -19.66 316.70 -3.30 -1
共达电声 -24.44 388.87 -3.23 -1
星河生物 -17.07 355.67 -2.97 -3
顾地科技 -16.56 377.12 -2.71 -2
摩恩电气 -21.34 342.26 -2.69 -1
猛狮科技 -17.24 515.44 -2.67 -3
宜安科技 -35.35 378.04 -2.67 -1

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蒙草抗旱 13.73 467.04 4.57 5
洛阳钼业 13.08 273.03 4.08 1
福建金森 19.41 422.10 3.77 1
博林特 22.72 377.04 3.58 4
大金重工 32.62 366.27 3.49 3
龙泉股份 19.29 517.21 3.30 1
创元科技 39.31 425.74 3.26 1
银轮股份 29.53 446.87 3.24 4
华西能源 31.05 340.72 2.81 1
六国化工 22.83 564.82 2.81 1

股票今起复牌连续两年亏损今日戴帽
停牌已一月有余的超日太阳，其间曾

曝出董事长“ 跑路”、公司业绩变脸、遭受
证监调查等诸多消息。昨日，投资者终于
迎来了公司最新的复牌公告。超日太阳
称，公司股票将于2013年2月1日开市起复
牌；“ 11超日债” 也将于2013年2月1日开
市起复牌。其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显示为5.11元。

然而，让投资者颇为揪心的是，伴随
着股票即将复牌的消息，一则“ 噩耗”也
随之而来。超日太阳表示，因公司2011年
度亏损，如果公司2012年度发生亏损，按
照《 深圳证券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因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股票在

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因此，公司股票自2月
1日开市时起，简称由“ 超日太阳”变更为

“ ST超日”，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由10%
变更为5%，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506；此
外，公司债券交易保持不变，债券简称和
债券代码不变，其仍为“ 11超日债”和“
112061”。

公司公告同时指出，受光伏行业市场
低迷及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等影响，自2012
年10月开始，公司各生产单位产量大幅下
降。截至目前，除公司本部六条电池组件
生产线尚有两条在生产外，公司及各子公
司其他生产线处于停产状态。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环保部日前印
发《 全国生态保护“ 十二五”规划》，提出
到2015 年，生态环境监管水平明显提高，
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得到遏制，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扭转。根据规
划，要推动重点领域立法，并且加大生态
保护投入，推动各级政府把生态保护和监
管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逐步增加投
入。受此消息影响，昨日二级市场中的部
分环保概念股，已开始提前发力。

其中，蒙草抗旱表现异常抢眼，其以
涨停价报收，收盘时报37.75元。紧随蒙草
抗旱的强势涨幅步伐的，还有维尔利和铁
汉生态，昨日两只个股的全天涨幅分别达
到了5.74%和5.42%，截至收盘时，其分别报
22.86元和41.44元。此外，永清环保、大禹
节水、中原环保、创业环保的涨幅也均逾
1%，昨日收盘价分别为29.58元、9.49元、
10.20元和5.41元。

而从多家券商的分析研报来看，包括
蒙草抗旱、铁汉生态、碧水源在内的多只
环保概念股，其未来走势表现尤为得到分
析师们的青睐。

长城证券的分析师表示，作为“ 干旱
半干旱地区”和“ 生态环境建设”的领先
者，公司未来持续增长动力充足。生态环
境建设属于朝阳行业前景广阔，而且干旱
半干旱地区生态持续恶化受到政府的高

度重视。此外，公司所处内蒙古，正是我国
实施重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的核心区域。
再从自身实力来看，蒙草抗旱具备领先的
植物培育、工程设计施工技术优势和先发
的苗木资源优势，且竞争对手较弱，内蒙
古当地仅有7家生态园林一级资质企业，
规模小、资金实力弱，因为公司后续持续
增长的动力充足。

而对于铁汉生态未来的走势表现，长
城证券在研报中也相当看好。长城证券表
示，预计公司今年新签订单将井喷。充分受
益“ 美丽中国”和“ 城镇化”建设，令多家
园林上市公司连续公告的大额订单达到一
个小高潮，这反映出园林行业正迎来黄金
发展期。因此看好公司出色的拿单能力，预
计其今年出现大额订单井喷的概率很高。

此外，在券商眼中，碧水源也将受益
于《 生态保护“ 十二五”规划》的上市公
司。东方证券的分析师指出，近期公司动
作频频，竞争优势逐渐凸显。按照北京十
二五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公布的目标，
到2015年北京全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
用生产能力将达到822万立方米/日，由此
碧水源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稳固，受益北
京市水务投资增长的确定性也将增强。公
司预计2012全年业绩增长55%-80%，今年
预计的增长亮点来自于云南地区滇池项
目放量，内蒙古和太湖项目的持续增长。

生态环保“ 十二五”规划
将利好相关概念股

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

余儒文 绘

此前，因债务
缠身而深陷“ 董事
长跑路门”一事的
超日太阳，昨日又
发 布 了 两 则 公
告———今起复牌戴
帽，公司第一大股
东或将变更事宜。

本报记者 陈颖婕

公司拟转让股权 第一大股东或变更
让投资者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公司同

日还发布了一则股权拟转让公告。因此，
对于许多超日太阳的投资者以及债券投
资人来说，这接踵而至的利空消息，令许
多人都难以接受。“ 公司亏欠，现在连第一
大股东也要变更，未来的路究竟怎样实在
是难以预料啊！”一位名叫“ 水中的鱼儿”
的网友，在论坛中无奈地表示道。

这份名为《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意向书的
公告》 称，“ 经控股股东倪开禄先生确认，
2013年1月15日，倪开禄及其女儿倪娜已与
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关于转让公司股权的意向书。本次拟转让标
的为倪开禄先生和倪娜女士持有的本公司
43.89%的股权中不低于35%的部分股权。”

据了解，倪开禄直接持有超日太阳3.1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8%，倪娜直接持
有超日太阳5495.27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6.51%。根据双方的约定，此次股权转让
对价不高于超日太阳2011年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3.44元（ 除权后）溢价6%，即不高于
3.65元，照此计算，此次转让总价高达10.78
亿元，待股份转让完成后，木里煤业所持有
的超日太阳股份比例将不低于35%，保证其
在超日太阳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公司最新负债金额高达11.17亿元目前全力催收
值得注意的是，1月26日，超日太阳还

公布了公司最新的负债情况。公司公告显
示，截至1月26日，公司有4.7亿元银行借款
逾期，另有多家供应商因货款清偿事项提
起诉讼，涉及货款1.67亿元左右，以及多家
银行因贷款逾期提起诉讼，涉及贷款3.5亿
元左右。

此外，公司还有其他债权人因贷款事
宜提起诉讼，涉及贷款1.3亿元左右，合计
金额为11.17亿元。

对此，超日太阳表示，公司目前正在
与上述债权方协商还款事项，全力催收应
收账款，并在积极洽谈境外电站资产的处
置事项，争取尽快回收资金。

机构4661万助民和股份大涨9.14%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1月收官日，两市

窄幅震荡，晚间龙虎榜显示机构异常活
跃，现身14只个股买卖前五席。其中民和
股份（ 002234）、中金岭南（ 000060）等获
机构大笔增持。民和股份盘中震荡上行，
收报10.99元，大涨9.14%。晚间龙虎榜显
示，机构增持踊跃，其买方前四席被机构
包揽，合计买入4661.91万元，占昨天总成

交量的22%，虽然有1机构逢高卖出，但卖
出金额仅为331.03万元。

中金岭南昨日开盘不久涨停，被业内
视 为 机 构 席 位 的 国 泰 君 安 交 易 单 元

（ 390426） 扫筹2.05亿元，龙虎榜数据显
示，中金岭南还遭到3家机构专用席位联
手抢筹，四席位合计扫筹2.70亿，占昨日总
成交金额的45%。

7名董监高集体减持 赛为智能连续收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