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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榜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宏达新材昨日公告，该公司控
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年5月29日进行的一笔2000万股约
定回购式证券交易，因经办人当时失误，导
致无法回购，因此将该笔交易调整为股份
减持，不再进行回购。

乌龙事件源于宏达新材大股东伟伦投
资2014年进行的一次质押行为。据了解，
宏达新材2013年出现了严重亏损，使得该
公司2014年对外融资受限，资金紧张。为
了支持宏达新材发展，公司股东伟伦投资
提出以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的方式，将
所持有的2000万股流通股出售，筹措9380
万元，再通过关联借款的方式借给宏达新
材。该股份减持的资金在伟伦投资受让公
司所持城市之光股权后作为支付给公司的
股权受让款。

而根据相关规定，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的回购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也就是
说伟伦投资必须在2015年5月29日前回
购当初出售的2000万股宏达新材股票。

昨日宏达新材则发布公告称，当时约
定的回购行为现在无法进行。公告解释
称，2014年的股票交易是伟伦投资第一次
出售所持宏达新材股票，经办人员没有出

售股票的知识经验，不了解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的操作，在资金需求较紧急情况下
办理了该交易。当时与受让方洽谈时预约
在以后购回，但和受让方未签署约定购回
协议文件和办理相关手续，受让方亦已将
股票出售，该项股票回购无法实施。

鉴于目前伟伦投资约定回购的事项
已无法进行，因此宏达新材公告称将2014
年控股股东即伟伦投资当时公告的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直接调整为大股东的减
持行为。

在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融资调整为
减持之后，2014年伟伦投资合计减持了宏
达新材4000万股，占总股本的9.24%。截
至公告日，伟伦投资在2015年未有其他股
份 减 持 ，伟 伦 投 资 拥 有 公 司 股 份
1652593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21%，仍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5月20日午间，宏达新
材首次在公告中提及，公司已初步确定拟
通过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100%股
权。如果重组成功，宏达新材股价显然有
望大涨。最新公告显示，其复牌时间不晚
于6月9日。而大股东伟伦2000万股交易
价格为4.69元/股，回购变减持，损失显然
非常惨重。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我武生物的股东前台漏寄减
持公函，结果巨额收益1370万元让上市公
司“白白”拿走，笑纳红包后，我武生物昨日
开盘不久就一字涨停，让减持的股东总算
稍有安慰。

利合投资是我武生物原始股东，一季
报显示，利合投资持有我无生物780.07万
股，占比4.83%。在我武生物招股说明书
中，利合投资曾明确承诺，减持我武生物股
票时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若
违反此项承诺，利合投资减持股份所得收
益将归上市公司所有。这份原本是一份寻
常的承诺，岂料因为职员的一个乌龙，让利
合投资损失近1400万。

我武生物5月19日晚间公告，公司5
月19日收到利合投资于2015年5月19日
出具的《关于履行减持股票相关承诺的告
知函》。

公告称，2015年2月13日，利合投资
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公司股份44万股，
占我武生物股份总额的0.27%，减持均价为

39.70元/股。上述减持行为由于利合投资
前台文员给快递时文件遗漏，而造成未能
向公司提前3天发出书面《关于减持我武
生物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即利合投资股
票交易员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减持了44
万股，违反了“减持我武生物股票时，将在
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的承诺，利合
投资同意将减持上述股票所获收益计
1370.16万元归我武生物所有。

根据利合投资的实际情况及资金现
状，其计划在3年内将减持上述股票所获
收益计 1370.16 万元归缴我武生物，其
中，在告知函出具之日起30日内，将减持
上述股票所获收益的274.03万元归缴我
武生物。

我武生物 2014 年报显示，2014 年，
公司实现营收 2.40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
净 利 9955.48 万 元 。 这 次 从 天 而 降 的
1370 万元红包，相当于增厚 13%的利润
给上市公司。这意外之喜我武生物开盘
不久便冲上涨停，收报62.69元。利合投
资仍旧持有的股份市值水涨船高，大赚
一笔。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此前股价节节高升的次新
股，昨日开始出现分化，多只个股出现降
温，其中包括美康生物、长亮科技、暴风
科技等多只“明星”次新股。不过，此现
象并未“震慑”住机构的热情。昨日龙虎
榜数据显示，次新股依然成为机构疯抢
的“香饽饽”。业内分析师表示，机构大
手笔买入次新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也
表明该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具备投资
价值，后市股价或仍将有大幅上升空间。

昨日，几近跌停的美康生物，仍获两
家机构青睐。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
入方前五大席位中的买一、买四为机构，
合计买入资金为5486万元；该股卖出方

则均被游资包揽。
此外，昨日股价出现 6.92%大幅下

挫的暴风科技，也获得多家机构青
睐。龙虎榜数据显示，买入方第一、第
三和第四席位均显示为机构，昨日累
计买入金额为1.58亿元。卖出方仅第
五席位为机构，前四大卖出席位均为
游资。而此前连续走出 14 个一字涨
停的长亮科技，昨日股价也出现微调，
全天下跌3.05%。不过，机构的买入热
情依旧高涨。昨日龙虎榜数据显示，
该股买入前三大席位均被机构包揽，
合计买入金额为 7022 万元；该股昨日
卖出方第二、第三席位为机构，第五大
席位显示为国泰君安上海分公司，三
家机构累计抛售9979万元。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上月初开始停牌的银之杰
昨晚发布定增预案，拟募资近30亿元用
于加码互联网金融布局。公司停牌期
间发布的一季报实现503.44万元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244.21%。

根据预案，银之杰本次拟发行股票
的数量不超过 6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48.31元/股，发行对象为包括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和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
共计3名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28.99亿元。

全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已于2015年5
月21日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股份
认购合同》，其中财通基金以13.53亿元
认购2800万股，东海基金以10.63亿元
认购2200万股，鑫元基金以4.83亿元认
购1000万股。

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的19.14亿

元将用于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服务平台
项目，7.13亿元用于互联网保险运营平
台项目，2.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据了解，经过近两年的规划和布
局，银之杰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平
台，已经在技术（大数据）、基础服务（征
信、支付）以及应用服务（互联网保险、
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的各个层
面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布局。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
在立足于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搭建大数
据服务平台及保险信息、产品咨询服务
平台，适时推出更多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为更广大的用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内
容充实的金融服务及更优质的消费体
验，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一
步提升公司价值，更好地回报上市公司
全体股东。此外，作为下一步银之杰在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业务规划，银之杰还
将寻求与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财
富管理机构在大数据技术服务、产品推
广和财富管理等方面进行合作。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贵人鸟昨晚发布复牌公告，
已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
体育协会等机构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拟
合资成立3家公司发展校园体育。

据悉，为推动我国校园体育的发展，
同时也为继续战略性的布局体育产业，
贵人鸟于2015年5月21日与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西
传媒学院、虎扑（上海）文化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尤尼斯（北京）体育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筹）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
拟合资成立3家公司。

一家以校园体育内容专业视频制
作、赛事互联网视频业务为基础核心，依
托现有的中国校园体育内容资源，结合
包括NCAA等中美、中英合作授权内容在
内的国际资源，将其打造为校园体育互
联网平台；一家专业从事赛事运营业务，
通过大体协以及中体协组织举办校园体

育赛事，推动中国校园体育的发展；一家
专业从事体育经纪业务，为学生运动人
才和教练员、裁判员服务。

贵人鸟表示，上述公司设立后，公司
将获得大体协、中体协主办的各项体育赛
事的商业推广权、赛事转播权、广告开发
权等知识产权；获得大体协、中体协主办
各类赛事的节目制作权、互联网信息传播
权、网络版权、利用自有和管理的网站进行
网站广告推广的权利；有权使用大体协、中
体协主办的各项体育赛事的运动员、教练
员注册系统、技术统计系统等信息数据库，
并有权利用相关数据发掘目标运动员、教
练员进行体育经纪业务。

通过上述投资公司将获得校园赛事
体育资源，初步形成以资源、内容、媒体为
核心，以目标人群为重点的体育产业的布
局，通过校园赛事活动以及互联网平台覆
盖学生群体，结合互联网平台以及赛事活
动，通过广告、经纪、体育用品等完成最终
变现，最终构建完整的体育产业生态链。

宏达新材公告曝乌龙

大股东2000万股质押变减持

股东前台漏寄减持告知函

我武生物喜获“天降”千万大红包

多只次新股昨日逆市大跌
机构热情不减仍积极买入

银之杰募资30亿投互联网金融

贵人鸟积极布局校园体育产业

■公告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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