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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前台漏寄减持告知函
我武生物喜获“天降”千万大红包

■聚焦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本周股市连续4天
上涨，市场的活跃带动两融业务
不断攀升，两市融资融券余额首
次突破2万亿元的大关，其中融
资成为两融业务的绝对主角，也
同步突破2万亿元。

沪深交易所昨天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20日，
两市融资融券余额达20130.14
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287.53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融
资余额20057.39亿元，较上一交
易日增加288.59亿元，当日融资
买 入 2079.45 亿 元 ，偿 还 额
1790.86 亿元；融券余额 72.75
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06
亿元。

沪深市场融资融券交易于
2010年3月31日正式启动后，
一直不温不火。随着市场的火
爆，两融业务去年下半年以来
不断加速，两融余额于2014年
8月21日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

关，达到 5009 亿元，4 个月后，
两融余额便继续冲上万亿大
关，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达到
10070 亿元，又过了仅仅五个
月，两市融资融券余额就突破
了2万亿元。

融资余额同样在去年12月
19日站上万亿元大关后不断攀
升，今年以来，融资额也增加1
万亿元。

目前，融资余额最大的前
三只股票集中在金融板块，分
别为中国平安、中信证券、海通
证券，其中中国平安的融资余
额已达488亿元。而融券余额
最高的两只股票为招商银行和
民生银行。

本轮牛市有一个特征是杠
杆，而融资融券成为杠杆的一
个重要风向标。不过市场上涨
累积的风险不断加剧，也使得
券商对两融业务更加谨慎，今年
4月28日以后，由于监管层一再
强调对融资融券、伞形信托等业
务要严控杠杆，国泰君安、中信

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券等不
少券商都对两融折算率进行了
调整。

在融资余额超过2万亿元
的当下，市场更关注融资交易
的上限，此前申万宏源认为，根
据最新的券商净资本监管要求
规定，券商供给的两融余额上
限为3万亿。不过券商接下来
都有很强的股权融资需求，这
将进一步增加券商的净资产和
净资本规模，两融余额上限仍
可能突破。

昨天，股市继续牛气，以创
业板，中小板为首的中小市值
题材股暴涨，创业板突破 3500
整数关口，沪指也不甘示弱，收
盘重新站上4500点，截至收盘，
沪指涨1.87%，报4529.42点；深
成指涨 3.49%，报 15872.53 点；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3.56% ，报
3527.41 点 ；中 小 板 指 数 涨
4.52%，报10856.31点。两市近
400 只股票涨停，成交金额达
15474亿元。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继汉能薄膜发电
前天大跌近47%，李河君身家半
小时缩水近一千亿人民币后，
香港股市中的高银系昨天也出
现股价大幅暴跌，又一个福布
斯富豪身家大缩水。

高银系两股双双暴跌
昨天港股一开盘，高银系旗

下的两家上市公司高银金融和
高银地产股价直线下挫，两家公
司股价一度暴跌超过60%，有消
息称，高银金融是汉能的财务顾
问。随后，高银金融和高银地产
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不知悉股价
波动的任何原因，确认不知悉任
何须予披露之内幕消息。

之后股价跌势有所收窄，
收盘高银地产跌 40.91%，报
14.36 港 元 ，高 银 金 融 跌
43.34%，报17.48港元。

跟汉能薄膜一样，高银系
两上市公司也曾是沪港通热门
股票，高银金融从今年1月开
始，由 7.5 港元左右涨至最高
35.4港元，5个月时间涨了3.7
倍。高银地产今年3月开始启
动上涨行情，由4.10港元涨至
前天最高位29.5港元，不到三
个月暴涨了6.2倍。

据悉，高银系两上市公司
的大股东都是潘苏通，潘苏通
为高银集团现任主席，是2015
福布斯华人富豪榜第27名，身
家61亿美元。潘苏通于1993
年在香港成立松日集团，以生
产家电为主，集团旗下包括高
银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高银金
融（集团）有限公司、高银证券
有限公司、松日环球投资有限
公司，实力雄厚，业务多元化。

汉能声明：三个“没”
汉能薄膜发电昨天继续停

牌，汉能控股集团官网昨天发
布了一份针对近日部分媒体报
道的声明，表示没逾期贷款，没

减持套现，没进行对赌。
汉能控股集团称，集团目

前经营正常，各项业务运转良
好，资金状况良好，没有任何一
笔贷款逾期；不存在有关媒体报
道的因集团股票被斩仓，导致汉
能薄膜发电股价大跌的情况。
截至目前，集团及关联人士持有
汉能薄膜发电股票约306亿股，
没有任何减持套现行为。截至
目前，集团没有利用持有汉能薄
膜发电股票与任何机构或个人，
进行过诸如对赌之类的任何金
融衍生交易。集团对汉能薄膜
发电的发展充满信心。

对于前天李河君没有现身
股东大会的原因，汉能控股集
团的解释是，5月 20日集团董
事局主席李河君在北京主持全
球首座“以太阳为主线，以清洁
能源为主题”的专业性展馆
——汉能清洁能源展示中心的
揭幕仪式，李河君在揭幕仪式
上发表了主题为《用清洁能源
改变世界》的演讲。

汉能薄膜发电及“高银系”
接连暴跌引发市场热议，从股价
走势、股权结构看，这些公司有
一些惊人相似之处：首先，3家公
司股价近几个月内都连翻数倍，
其次，上述公司均属股权高度集
中的企业。此前就有市场人士
质疑，李河君持有汉能薄膜发电
80.89%的股份，其他股东的利益
很容易被大股东侵占，其是否符
合“公众持股25%以上”的规则。

至于“高银系”，其股权集
中度也极高。香港证监会曾于
今年3月就高银金融股权分布
进行查询，结果显示，公司于3
月 4 日有 19 名股东合共持有
19.75亿股该公司股份，相当于
已发行股本 28.29%，连同公司
主席潘苏通实益拥有之 49.07
亿股，相当于已发行股份总额
98.58%。当时香港证监会就提
醒，鉴于股权高度集中于数目
不多之股东，即使少量股份成
交，股份价格亦可能大幅波动。

5月21日，上证综指在经历

一周的波动调整后重返 4500

点。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今年

以来的涨幅已超过130%。面对

高企市盈率，近日有基金公司认

为泡沫随时可破，于是发出了创

业板“限购令”，但并非基金公司

的观点都相似。

近期A股上攻态势明显，创

业板更是屡创新高，关于创业板风

险等成为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日前，由王宏远掌舵的前海

开源基金公司旗帜鲜明地提出

要严控中小板、创业板投资风

险，为首家明确提出要严控创业

板投资比例的基金公司。其实

随着创业板指数不断走高，不少

基金内部已开始对于中小板、创

业板股票的风险有过较多讨论，

但像前海开源基金这样，从公司

层面以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投资

决策委员会指令方式，严控中小

板、创业板投资风险，在公募基

金公司中还是首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前海

开 源 一 季 度 就 踏 空 创 业 板 。

2015 年一季报显示，前海开源

基金旗下产品除了重仓东方财

富这一创业板股以外，其他产

品的重仓股中几乎难觅创业板

股踪影。

面对大涨的创业板指，基金

界态度并不一致。

比如浦银安盛基金分析认

为，短期内市场的震荡将加剧，

但不会更改上行的趋势。本轮

权益牛市的推动力在于四点，即

货币政策处于宽松期、改革大局

稳定、盈利远期看好、居民大类

资产的重新配置。目前而言，上

述四点都没有变化，股市的牛市

格局不会改变。

而华泰柏瑞量化智拟人基

金经理田汉卿表示更看好中盘

成长的股票。其表示，“整体来

看行情并未结束，但局部出现

过热现象。市场进入一个较难

预测短期行情的阶段，热度能

持续多久，取决于投资者的博

弈行为。我们仍然认为市场中

盘成长的股票全年来看投资性

价比较高，相对于创业板和小盘

股而言，风险相对较低——不管

小盘涨还是大盘涨，中盘均有望

跟涨；市场下跌时，流动性较小

盘好，预期比小盘有更好的抗跌

性。也许到年底时中盘成长股

不见得是市场上涨幅度最大的，

但是，其波动性相对来说会较

低，在当前创业板热度较高的情

况下，比较适合风险收益偏好中

等的个人投资者。”

青年报记者 孙琪

融资融券余额首次突破2万亿
大盘收复4500点，创业板攻克3500点

创业板迭创新高 前海开源基金发“限购令”

汉能后高银系又几乎“腰斩”

周培骏 制图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晚间，证监会
发布消息，国泰君安等四家企业
招股说明书预先披露更新。其
中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浙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广州
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
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拟在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值得关注的是，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拟发行
不超过15.25亿股，发行后总股
本不超过 76.25 亿股。此次募
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增
加营运资金，发展主营业务。
主要用于推动传统经纪业务向
综合理财服务转型、提升投行
业务承销能力、扩大资产管理
业务规模、适度增加证券投资

业务规模以及增加对融资融券
等创新业务、研究业务和信息
技术建设的投入。

早在2001年，国泰君安就
提出了上市计划，但IPO之路一
波三折。国泰君安 IPO 大幕拉
开，持股公司显然有望身家骤
增。目前共有多家A股上市公
司持有国泰君安的股权。比如
大众交通、深圳能源、华茂股份、
锦江投资等。

[基金看市]

国泰君安距IPO再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