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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超跌引来机构逆势增持
数家上市公司已被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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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连续大跌，破净股再次

现身，而3元白菜价股又成堆出

现，仅仅三个月的时间，许多股

票走了一个轮回。

前段时间股市大涨中，3元

股只留下农业银行一只“独苗”，

而昨天收盘3元股达到了16只，

包括安阳钢铁、攀钢钒钛、山东

钢铁、梅雁吉祥、重庆钢铁、南钢

股份、酒钢宏兴、紫金矿业、福建

高速、马钢股份、农业银行、腾达

建设、庞大集团、山鹰纸业、*ST

海润和京东方A。3元股中大部

分集中在钢铁股，钢铁股虽然一

直在股市中属于低价股行列，前

期钢铁股的拉升让不少钢铁股

涨了不少。但涨得快跌得也快，

目前，不少股票股价已经腰斩，

比如重庆钢铁 6 月 15 日最高价

是 7.99 元，昨天收盘只有 3.38

元。安阳钢铁 6 月 24 日还创出

了 6.5 元的高价，昨天收盘跌停

仅仅3.17元。

目前两市 5 元以下的股票

有 82 只，而 10 元以下的股票多

达800多只，占了全部股票的近

三分之一，而昔日炒高的百元股

则大幅退潮，6月初百元股还有

100多只，如今只剩下19只，其

中有14只停牌中，一旦复牌，估

计多数也会破百。

此外，一度消失的破净股，

近期随着市场大跌也再现 A

股。数据统计显示，两市出现了

20 多只破净股，分别是宝钢股

份、湖北宜化、晨鸣纸业、天山股

份、鞍钢股份、天原集团、兰花科

创、南山铝业、赣粤高速、华泰股

份、宁夏建材、上海能源、新钢股

份、恒源煤电等，钢铁、煤炭等板

块成为破净股集中的地方。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当散户投资者还在
为A股连续下挫情绪低迷时，嗅
觉灵敏的机构已在出击“跌出来
的机会”，这两日三变科技、天晟
新材、朗科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
公告，自己被举牌。

昨日午间，朗科科技公告
称，公司于7月7日收到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中科汇通的《深
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科汇通于
7月6日、7月7日在二级市场以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246.8698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78%。本次增持后，中科汇
通持有公司10.0661%股份，由第
四大股东变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岂料，朗科科技并非中科汇
通近期唯一举牌的的上市公司。

昨日晚间，天晟新材公告
称，公司股东中科汇通于7月7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股份427.92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1%，增持均价为8.33
元。增持完成后，中科汇通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1632.81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1%；同时，三变
科技公告称，公司股东中科汇通
于7月7日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公
司股份823.82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09%，增持均价为 10.04
元；增持完成后，其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009.9964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01%。

公开资料显示，中科汇通
法定代表人为单祥双，注册资
本为 1 亿元，主要从事对未上
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
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
几家被举牌的上市公司均称，
中科汇通认可并看好公司的业
务发展模式及未来发展前景，
希望长期持有公司股份，获取
上市公司股权增值带来的收
益。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的可能。公开资料显
示，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是中科汇通的大股
东，中科招商其是一家大型人
民币创业投资基金专业管理机
构，集团成立于2000年底，公司
管理总部设在首都北京，今年3
月20日，PE巨头中科招商正式
挂 牌 新 三 板 ，挂 牌 代 码 为

832168。粗略计算，此次三家
公司打包举牌，中科招商共耗
资约7亿人民币。据媒体报道，
单祥双选择举牌标的的标准
是：市值30亿以下，企业有产业
整合上升空间。

近期被举牌的上市公司还
有好几家。7月7日，有研新材
股价盘中从跌停蹿升至涨停，盘
中走势令人惊艳。当日晚间，有
研新材即公告，国华人寿7月7
日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5762.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6.86%。此
次增持后，国华人寿共持有有研
新材7.5%股份，而刘益谦为国华
人寿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此外，7月7日欣龙控股也
公告称，公司收到财达证券通
知，6月8日至7月7日，其管理
的“财达欣龙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累
计购买公司股票2691.98万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按其买入均价6.59元/股计
算，欣龙 1 号此番增持耗资约
1.77 亿元。据悉，欣龙 1 号为
欣龙控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
主要载体。

证监会8日发布公告，从即
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证监
会称，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规定减
持本公司股份的，证监会将给予
严肃处理。对于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6个月后减持本公司股份的
具体办法，证监会将另行规定。
证监会表示，公告中的举措是为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切实维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8日在其官方网站
发布通知称，为维护资本市场
稳定，支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方式稳定股价，切实维
护广大投资者权益。通知即日
起施行。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8
日说，已出资1280亿元的21家
证券公司资本充足。中国证券
金融公司将为证券公司提供充
足的流动性支持，保障市场稳定
运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当日已向21家证券公司提
供2600亿元信用额度，用于增
持股票。

中金所 8日宣布，自8日结
算时起，中证500股指期货各合
约卖出持仓交易保证金由目前
的10%提高到20%（套期保值持
仓除外），9日起提高到30%。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

8日表示，为支持股票市场稳定
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协助中
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拆借、发行金融债券、抵押融资、
借用再贷款等方式获得充足的
流动性。人民银行表示，将密切
关注市场动向，继续通过多种渠
道支持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

保监会8日发布《关于提高
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
例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放宽
了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
比例，对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
将投资单一蓝筹股票的比例上
限由占上季度末总资产的5%调
整为10%；投资权益类资产达到
30%比例上限的，可进一步增持
蓝筹股票，增持后权益类资产余
额不高于上季度末总资产的
40%。同时，通知还适度提高保
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的资产认
可比例。

国资委8日发布通知，要求
各有关中央企业在股市异常波
动期间，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
公司股票。由国务院国资委监
管的111家中央企业8日联合
发布承诺书，承诺在股市异常
波动时期，不减持所控股上市
公司股票。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昨日表
示，针对近期境内股票市场出现
异常波动，财政部承诺不减持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将积极
采取措施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5元以下低价股明显增多

昨日多项稳市政策出台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国资委发布公
告，呼吁中央企业应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作负责任的股东，在股
市异常波动期间，不得减持所控
股上市公司股票。加大对股价
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央企控股上
市公司股票的增持力度，努力保
持上市公司股价稳定。昨日盘
后，中国建筑、中国石化、中国铁
建等多家央企已经在二级市场
上进行真金白银的增持。

昨晚，中国建筑公告，控股股
东中建总公司于7月8日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350万股。本次增持前，中建总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6.15%，本次
增持后，中建总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56.20%。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
断及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建总公
司拟在未来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中国石化也公告，控股股东

中国石化集团7月8日在二级市
场增持了公司4600万股，约占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04%。中
国石化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
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
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2%。

另外，中国铁建也公告，控
股股东中铁建总公司7月8日通
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115万股，
买入均价为 15.867 元，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932%。基于对公
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对资本市
场未来发展的信心，中铁建总公
司在未来6个月内将视股价变
化情况确定是否继续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已发行总股份的2%。

多家央企已进场增持

7月8日，股民在上海一家证券营业部内关注股市行情。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