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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昨天在线教育板块

整体下跌，全通教育却逆势涨

停，以1 99.90元的收盘价，一举

超越贵州茅台的1 85.95元，成为

两市第一高价股。

昨天晚间龙虎榜披露的交

易信息显示，全通教育昨天共成

交1 32.1 5万股，涉及金额2.54亿

元。买方前五席位上出现三家机

构 ， 分 别 买 入 2591 .62 万 元 、

1 348.1 2万元、1 028.52万元，另

外国元证券上海虹桥路营业部

买入2080.84万元，华泰证券上

海黄河路营业部买入941 .01 万

元。卖方席位上则有两家机构分

别卖出1 067.87万元和970.54万

元。

回顾全通教育的股价走势

变化，其去年1 月21 日在创业板

上 市 ， 当 时 发 行 价 不 过 区 区

30.31 元，首轮涨幅过后在50元

附近横盘调整。去年5月份经历

了一次1 0转5派1 .25元的分红送

转，之后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又从

36元翻倍至72元。

今年1 月底，全通教育宣布

以1 1 .3亿元的价格收购两家在

线教育公司继教网和西安习悦，

公司股价迎来又一轮暴涨，直接

从停牌前的88元狂飙至昨天收

盘的1 99.90元。

4月1 0日，全通教育将披露

201 4年业绩报告，从公司此前

发布的业绩快报和预告看来，公

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 .93亿元，

同 比 增 长 1 1 .80%， 净 利 润

4487.74万元，同比增长6.87%。

业绩增长主要因去年公司继续

强化了面向K1 2领域的O2O渠道

优势，积极拓展新进地市，业务

覆盖新增山东、甘肃、河北等省，

业务扩张和部分新服务产品陆

续推出，带动了公司教育信息服

务业务的收入增长。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两市第

一高价股的宝座已几经易主，除

了大家熟知的贵州茅台之外，朗

玛信息去年底曾冲击223.88元

的高位，但之后回落，这次停牌

前报1 75.61 元。腾信股份去年

1 1 月也曾站上1 83.99元并问鼎，

昨以2.97%的跌幅报1 33.58元。

一月内大股东两次变更
才坐上梅雁吉祥大股东席

位一个月的许加元，位子尚未坐

热，便遭遇到了竞争对手。昨日

晚间，梅雁吉祥发布公告称，截

至201 5年2月27日，同样身为自

然人股东的潘杰桃以5038.29万

股 的 持 股 数（ 占 总 股 本 的

2.65%），跃升为公司最新的第

一大股东。值得注意的是，在最

新公开显示的201 4年三季度股

东持股数中，潘杰桃的名字并未

出现在前十大股东之列。

梅雁吉祥在昨晚的公告中

同时表示，截至2月27日，公司前

三大股东分别为潘杰桃、许加元

和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其持股比例分别为

2.65%、2.30%和2.20%。但目前公

司并不存在控股股东，因为公司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股50%以上

的控股股东。

另外，公司股权结构分散，

各主要股东所持股份表决权均

不足以单方面审议通过或否定

股东大会决议，不存在“ 投资者

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而就在一个月前，许加元刚

刚坐上梅雁吉祥大股东的席位。

2月4日，梅雁吉祥发布公告称，

截至1 月30日，许加元持有公司

股份合计41 72.52股（ 占总股本

的2.1 98%），超过广东梅雁吉祥

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当

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梅雁吉祥

也一度引发了市场对于公司即

将易主的猜想。

昨股价飙升涨停
其实，作为A股市场中大股

东持股比例极低的上市公司，梅

雁吉祥长期不被市场关注。公开

资料显示，梅雁吉祥的股权长期

松散。除原公司第一大股东梅雁

投资仅持有公司股份逾2%，以及

目前持股比例不相上下的潘杰

桃和许加元外，在股份变动前，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其余股东

所持股份均不足0.5%。

但自今年2月以来，因自然

人许加元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

交投表现开始活跃。2月1 0日以

来，梅雁吉祥的股价累计涨幅已

达到1 8.03%。昨日午后，该股更

是直线拉升至涨停位，收盘报

4.32元/股。

不过，梅雁吉祥201 4年的

业绩并不尽如人意。公司预计去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51 00万元到5600万

元之间。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羊年伊始，海康威

视即遭遇了“ 黑天鹅”事件。公

司生产的监控设备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充斥着各大媒体版面。3

月2日，海康威视遭遇停牌，公

司就此事件召开说明会。虽然

其表示该事件不会对公司经营

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就昨日的

二级市场表现来看，该事件依

然发酵。昨日海康威视复牌后

一度跌停，收盘时股价跌幅也

逾7%。

“ 安全门”后复牌
盘中一度跌停

受“ 安全门”事件的影响，

海康威视在昨日开盘后，仅不到

五分钟，公司股价就触及跌停

位。此后，股价略有回升，但全天

大部分时间的跌幅都徘徊在7%

上下，截至收盘时，海康威视的

股价跌幅依然达到了7.51 %，收

报27.36元/股，且全天成交量明

显放大。

2月27日，江苏省公安厅科

技信息化处发出《 关于立即对

全省海康威视监控设备进行全

面清查和安全加固的通知》称，

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部分设备已经被境外IP

地址控制。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黑客持续的攻击和用户本身没

有对默认密码进行修改，是导致

该次“ 安全门”事件的两个重要

因素。

3月2日，海康威视召开投资

者交流会并发布公告，以回应近

期“ 安全门”事件。对此事件，公

司表示，之前已经对相关问题采

取措施，且此事件对公司不会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

券商不改预期
对中长期表现仍乐观

虽然昨日海康威视股价遭

遇大跌，但从公司此前发布的

201 4年业绩快报来看，其去年

全年的表现令投资者稍感欣慰。

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 4年营

收1 72亿元，增长60%，净利润

46.7亿元，增长52%。

长江证券的研报指出，公司

海外业务是公司未来增长的重

要源泉。目前1 6个海外分子公

司将为公司带来快于主营的增

速。目前，公司海外市场份额仅

有3%，未来随着网络布局及产品

渗透的不断深化，相信公司海外

市场份额将向1 0%及以上的目

标看齐。另外，随着中国海外工

程项目的加速建设，“ 一带一

路” 需要大量的安防基础设施

进行配套，海康威视作为央企具

有极大的平台优势。

对于此次“ 安全门”事件曝

光后，兴业证券的分析师对于公

司未来前景也较为乐观。其表

示，公司及时应对危机，或在最

大程度上降低负面效应。

此外，从中长期来看，“ 安

全门” 事件能够使得业内对信

息安全的问题更加重视，并将加

速物联网安全和智慧城市安全

标准的出台，有望进一步开启网

络安全千亿的市场空间。

在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背景

下，公司未来两年仍然享受主业

高增长，登陆港股为海外资本运

作做准备，互联网业务在起步，

值得期待。

正邦科技6.2亿
收购正邦生化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正邦

科技昨晚发布重组草案，拟以6.2

亿元的价格收购正邦生化，公司

股票今日复牌。

根据草案，正邦科技全资子

公司正邦（ 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正邦发展（ 香

港）有限公司（ 正邦科技实际控

制人林印孙控制的企业）、先达

控股有限公司等2名交易对方合

计持有的江西正邦生物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1 00%的股权。正邦生化

1 00%股权作价为62093.00万元。

资料显示，正邦科技主营业

务为饲料的生产和销售；种猪、

商品猪的养殖与销售；畜禽屠宰

加工与销售。

而正邦生化主营农药制剂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提供专业

植保技术服务。农药制剂主要用

于防治农作物的病、虫、草害，保

证农作物健康生长，产品按用途

主要分为杀虫剂、杀菌剂、除草

剂等三类。

正邦科技表示，虽然上市公

司现有业务与正邦生化不存在

共享研发经验和市场资源的情

形，不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但

通过本次交易将增强上市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可续发展能力，

正邦发展（ 香港）还承诺，

正邦生化在201 5年-201 7年实现

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将累计不低于

1 .65亿元。

正邦科技上周刚刚发布业

绩快报，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1 67.68亿元，同比增长7.61 %，净

利 润 3958.49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232.22%。

洪城股份
改名“ 济川药业”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洪城

股份昨晚公告，公司证券简称将

自3月1 0日起变更为“ 济川药

业”。

据悉，201 5年2月26日，洪城

股份已取得湖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公司

中文名称正式由“ 湖北洪城通用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湖

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

时完成了注册地址及英文名称

的相应变更。3月1 0日起证券简

称也将变为“ 济川药业”。

洪城股份去年披露了济川药

业逾50亿元的借壳案，原本洪城

股份的主营业务为各类阀门、水

工机械及环保设备的生产与销

售，济川药业则是集药品研发、生

产和销售为一体，现有清热解毒

类、消化系统类、儿科类、呼吸系

统类等十二大系列1 70余个品规

的国家准字号药品，涵盖针剂、片

剂、胶囊剂等十多个剂型。

此前洪城股份已经披露了

201 4年业绩报告，公司去年实现

营业收入29.86亿元，同比增长

22.02!，净利润5.1 9亿元，同比

增长28.97!，将向全体股东每1 0

股派发现金股利4.0元（ 含税）。

梅雁吉祥一月内两度变更大股东
一场关于梅雁吉祥大股东席位的争夺战俨然

打响。一个月内，公司第一大股东席位二度出现变
化。如此频繁的变更，使得这只原本少人问津的股
票，成为近期市场关注的热点股。昨日，该股更是
直线拉升涨停，全天交投活跃。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 安全门”事件发酵 海康威视复牌难逃大跌

全通教育199.90元成两市第一高价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