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亚迪香港电动车充电时轻微爆炸
A、H股昨天双双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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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个股

去年5月，比亚迪一辆e6的电动的士
与一辆跑车相撞后，因爆炸导致三人死
亡，公司电动车的质量安全问题一时被
推上风口浪尖。然而，时隔一年后，也就
是比亚迪电动车“ 杀”入香港市场仅一
月之时，公司电动车在香港地下车库进
行充电时又一次发生事故。一时间，比亚
迪汽车的安全问题也再度进入公众视
野。

昨日，比亚迪通过公司官方微博，对
于该事件做出回应。比亚迪称，香港一地
库内用于车辆充电的比亚迪壁挂式充电

盒出现部分熔化现象，故障原因是电网至
充电盒连接点松动导致等效阻抗过大而
引起过热。正在充电的车辆更换其他充电
盒完成充电后驶离，故障并未造成其他损
失。比亚迪在说明中强调，此事件属于单
一故障，其并不会影响香港电动车的正常
运营。

比亚迪方面昨日还表示，在故障发生
后，公司技术人员已立即展开对其他壁挂
式充电盒的安全检查，以杜绝类似现象发
生。此外，公司也将完善充电盒安装、操作
规程，加强充电设备检修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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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机械 -12.51 464.56 -2.90 -1
北信源 -17.98 376.22 -2.84 -2
立思辰 -22.24 462.24 -2.62 -1
荣之联 -10.31 333.69 -2.32 -3
三五互联 -12.80 496.79 -2.29 -1
东土科技 -11.84 369.02 -2.02 -2
卫星石化 -16.53 398.40 -1.97 -3
拓维信息 -12.11 467.94 -1.80 -2
金瑞科技 -18.90 445.02 -1.73 -1
盛通股份 -19.73 417.44 -1.69 -2

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买卖气

佳创视讯 34.32 399.10 9.92 3
新日恒力 34.54 593.79 4.04 12
中瑞思创 56.59 338.15 3.89 2
长方照明 13.39 372.01 2.83 3
四川双马 20.30 493.87 2.45 1
美盛文化 12.32 398.41 2.45 2
青海华鼎 21.47 679.07 2.05 15
安科瑞 19.20 356.58 1.95 1
达华智能 12.15 393.09 1.80 1
西安旅游 20.12 332.92 1.8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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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去年5月，比亚迪一辆e6电动出租车因爆炸导致三人死亡的消息，一度引发
外界关注。时隔一年后，比亚迪电动车在香港再度发生事故。虽然昨日比亚迪方
面做出回应称，该事件属单一故障，但昨日公司A、H仍双双受到重挫。

本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期，被誉为
“ 脑瘤第一股”的香雪制药不仅被曝出多

项财务违规行为，还被外界质疑大肆收购
报摊报纸以求“ 灭火”，公司的这一行为
一度引发投资者不满。不过，在昨日的网
上投资者交易日活动中，香雪制药对收报
一事矢口否认。

公司董事长否认报摊收报“ 灭火”行为
近日，“ 脑瘤第一股” 香雪制药可谓

风波不断。纵观香雪制药的舆情焦点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曾向健安堂购
买发票以虚增业绩；二是公司先后高溢价
收购了11个项目。因此，香雪制药涉及实
际控制人关联公司信息披露重大遗漏，及
涉嫌虚假陈述。

在被媒体曝出多项违规行为后，公司
又陷入了大面积收购报纸“ 灭火”的舆论
风波中。有消息称，有关香雪制药财务问
题的负面文章受制于某种力量而无法在
网上流传，公司在财务问题上不但不采取
积极正面的解决方法，而是对公众继续隐
瞒，并展开大面积“ 灭火”行动，在多地大
肆展开收购报纸的行动。

面对外界的质疑，昨日下午，香雪制
药在网上举行了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公司
直面回应多项负面传闻。

对于外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公司在各
大城市收购报摊报纸“ 灭火”一事，香雪
制药的董事长、总经理王永辉对此矢口否

认。王永辉回应称，当今社会信息和新闻
传播的渠道众多，公司没有收购过报纸，
公司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安排。

公司曾发公告释疑财务造假疑云
“ 按照外界曝光的细节，公司如何解

释健安堂与公司过去6年的销售额起伏为
什么有这么大的起伏？”在昨日的网上交
流平台上，投资者对于香雪制药财务疑云
也相当关注。

不过，公司财务总监陈文进只在互动
平台上简单回应称，健安堂并不是公司的
主要经销商，其销售公司产品属于正常业
务关系。

6月19日，香雪制药就“ 涉嫌通过健
安堂向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来操纵，达
到粉饰财务利润目的”一事也发布相关
澄清公告，公司表示并不存在财务造假
行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合法合规，根本
不存在虚开增值税票和向其他单位购
买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且公司依法纳
税，没有受过税务部门的处罚。为此，香
雪制药还“ 晒”出了公司自2007年以来
的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的采购和销售
情况。

此外，针对“ 公司高溢价收购”的质
疑，香雪制药也在同日的澄清公告中表
示，其在购买资产时聘请专业的资产评估
公司进行评估，且经资产评估师、公司管
理层等分析后，多方认可的结果。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自本周二复牌
以来已经累计大涨32%的航空动力在昨天
遭到了资金大规模抛售，买卖前五席合计
净卖出近两亿元。

自1月24日起停牌五个月后，航空动
力在6月17日晚间宣布了拟收购航空发动
机资产的详细信息，该交易涉及将母公司
中航工业拥有的八家航空发动机企业注
入航空动力，预估值为人民币96亿元。整
合完成后航空动力将一举成为中航工业
旗下唯一的发动机生产及维修平台，将拥
有包括“ 太行”发动机在内的全系列航空
发动机生产能力。除此以外，公司还获注
大量非航业务，其中黎明公司可生产用于
大型军舰的R0110重型燃气轮机。

6月18日公司股票正式复牌交易，重大

利好之下全天走出了“ 一”字涨停，并在第
二天延续了强劲势头。昨天航空动力在开
盘时依旧以涨停亮相，但三分钟后就打开
涨停，9时56份重新封住涨停后又在收盘前
两次打开，最终涨停报收于18.84元。

交易数据来看，航空动力昨天共成交
8117.42万股，成交金额达15.24亿元，换手
率7.47%，而如此巨量的交易中包括了机
构的大规模抛售。龙虎榜显示，昨天航空
动力卖出金额前五名中包括了三家机构
以及宏源证券总部自营账户，其中三家机
构分别抛售8641.01万元、5262.90万元和
4357.16万元，宏源证券卖出4150.47万元。
但真正卖出最多的却是信达证券北京西
单北大街营业部，其卖出金额高达1.09亿
元，占到总成交比例的7.14%。

》龙虎榜

然而，比亚迪这起最新的电动车事
故，也让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股价走势
表示堪忧。“ 前段时间，比亚迪还涨势强
劲，但这起事故可能要让股价遭遇‘ 滑铁
卢’了。”昨日，有投资者在股吧上这样
评论道。

兴业证券的分析师认为，虽然比亚迪
方面已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复，并称此事故
属单一故障，但消费者对于公司电动车质
量问题会存有顾虑，未来比亚迪在大面积

推广电动车业务方面或会产生一定阻碍，
“ 至少公司需要耗费时间重塑品牌形象，

而原本已取得一定进展的电动车推广业
务，也可能遭遇瓶颈，推进工作或大不如
前。”该分析师认为，自4月15日之后的一
个月内，比亚迪已创造一波高达81%涨幅
的良好走势，近阶段股价已进入调整状
态。“ 虽然公司业绩有明显好转，但从短期
来看，这起最新事故或会影响未来股价的
上涨空间，建议投资者规避为宜。”

爆炸发生后公司回应系单一事故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比亚迪的一纸
说明并没能阻挡市场资金面的紧张情绪。
受该事件影响，昨日比亚迪A、H股开盘后
双双急跌。截至收盘时，比亚迪A股收报
31.84元/股，全天股价跌幅达8.22%；H股方
面收报4.03港元/股，全天跌幅也达7.14%。

较为讽刺的是，就在上月，部分券商
在撰写比亚迪研报时，就公司品质问题给
予高度肯定。其中，中银国际在比亚迪的
最新研报中就指出，经历了三年的调整期
之后，比亚迪已实现了汽车业务的技术领
先、品质保障和渠道稳定，公司品牌形象

得以恢复，品牌定位明显提升。上半年公
司各项主营业务均有不俗表现，从而推动
公司盈利实现逐季改善。

从公司披露的中报业绩预告内容来
看，比亚迪今年1至6月的经营表现也十分
可观。数据显示，比亚迪预计今年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4亿元
至5亿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2358.51%至
2973.14%。今年一季报，比亚迪的净利润
更是一改长期下降之势，首次实现扭转，
公司今年1至3月实现净利润1.12亿元，同
比增长315.63%。

A、H股昨双双受挫 跌幅均逾7%

事故或阻碍公司电动车推广

余儒文 绘

香雪制药否认收报“ 灭火”
业内人士称中介机构尽职与否应是事件关注重点

三涨停航空动力遭机构甩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