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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安信信托12月29
日涨停报收，这是沪市拟第一个
披露年报的个股，与此同时，悄
悄提前年报披露时间的匹凸匹
昨日涨停了。

按照历史经验，第一批披露
年报的上市公司，因为业绩较好，
有高送转的可能，所以历来有一
波炒作行情。日前沪市首批发布
年报的公司有：安信信托、四川金
顶、康美药业、三峡水利、*ST金
化、皖维高新、人民同泰。

匹凸匹此前的年报披露时
间是3月25日，但日前进行了变
更，预披露时间变成了1月15
日，结果一举成为有望第一个披
露年报的个股。

该股昨日高开高走，尾盘直
接封涨停。今年5月，多伦股份
自从更名为槽点颇多的“匹凸
匹”后，备受监管层和资本市场
的关注。更名7个多月，转型还

是空中阁楼，上交所两次发出问
询函，要求该公司停牌核查变更
内幕、高层股票买卖等相关情
况。此外，央视新闻频道在对证
监会重点打击六类操纵市场行
为进行的重点报道中，点名了多
家编题材讲故事的上市公司，匹
凸匹名列其中。

12月23日，匹凸匹在对上
交所问询函的回复中表示，
2015年岁末不断爆出同行业各
类负面新闻，由于始终困于监管
层的政策实施细则未出台，行业
前景尚不明朗等诸多不确定外
因，公司转型至今仍处于产品研
发期及市场调研，P2P业务尚未
开展，并未产生实际收入。

匹凸匹近期走强更多因为
其大股东和管理层已经完成更
换。

根据匹凸匹公告，五牛基金
及其一致行动人五牛亥尊、五牛
御勉合计持有匹凸匹3399.2798
万 股 ，占 匹 凸 匹 总 股 本 的

9.981%，已成为匹凸匹第一大股
东。五牛进入匹凸匹后，伴随大
盘企稳回暖，股价也出现了一波
升势。12月29日，匹凸匹股价
最高涨至 19.02 元，创下 2015
年下半年新高。

匹凸匹原来高管已经完成
大换血。该公司周一晚间发布
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
董事长鲜言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鲜言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
事长职务。根据有关规定，该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而该公司12月已经公告多位高
管辞职，比如12月18日，公告
总经理胡江林辞职。12月3日
公告监事长陈国强辞职，董事向
从键辞职。匹凸匹12月 28日
的临时股东大会则审议通过选
举五牛基金董事长韩啸、总裁边
秀武为上市公司董事的议案，同
时选举韩啸为上市公司董事长
（公司法定代表人）。至此，五牛
基金正式入主匹凸匹董事会。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段时间，除了
“宝万”之争外，不少上市公司
的大股东与举牌方也剑拔弩
张。

其中，康达尔大股东华超
投资与林志等人的对战便是一
例，二者甚至闹到了互相起诉
对簿公堂的程度。与万科一
样，康达尔大股东为对抗举牌
亦采取了停牌策略，自从9月8
日开始停牌，一直到3个月后的
12月8日才再次复牌。

此外，西藏旅游的大股东
也将举牌方胡波、胡彪两兄弟
告上法庭。此前，胡氏兄弟胡
氏兄弟通过强势举牌，高居西
藏旅游第二大股东之位。在遭
遇举牌方的步步紧逼之后，西
藏旅的游控股股东国风集团掀
起法律战，试图通过司法渠道
守住控股权。就在一个月前，
西藏旅游披露，公司收到拉萨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公
司第二大股东胡氏兄弟方面申
请股权解冻遭到法院驳回。由
此，西藏旅游的大股东国风集
团继续占据主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市
场熟悉的安邦、宝能系、生命人
寿、中科招商等“熟面孔”，近日
举牌大军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生

力量。其中，中融人寿就于12
月23日到26日，连续举牌天孚
通信、真视通、鹏辉能源3家上
市公司。根据公告，中融人寿
在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12 月
21日间，增持天孚通信371.71
万股, 占天孚通信总股本的
5.00%；截至2015年12月25日，
增持鹏辉能源股份达420.01万
股，占总股本的 5.00%；截至
2015年12月25日，增持真视通
股份达400.01万股，占总股本
的 5.00%。

此外，宏道投资于12月斥
资2.8亿举牌黔源电力，北京城
乡也遭遇自然人孙敏亦的举
牌。值得注意的是，宏道投资
实际控制人卫保川此前头衔为
中证报首席经济学家，原本就
是资本市场资深人士。

而从近期二级市场表现来
看，举牌概念股近日遭遇集体
大跌。

其中，天孚通信、康达尔近
三个交易日连续下跌，三日累
计跌幅分别为15.84%、9.8%，昨
日分别收报 120.15 元、36.80
元；北京城乡连续4个交易日下
跌，累计跌幅也达到了8.5%，昨
日报18.80元。此外，昨日真视
通曾一度触及跌停位，尾盘略
有回升，但全天跌幅依然达到
8.75%，收盘报125.92元。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历时半年多的招商
地产重大重组将于今日正式收
官。重组后的新公司招商蛇口
将于今日正式登录深交所上市，
证券代码为“001979”，股票上
市首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

早在今年4月3日，招商地
产宣布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
重组”。9月24日，招商地产正
式复牌并公布重组方案。根据
公告内容，本次的重组方案是招
商蛇口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
合并招商地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该重组同时解决了招商地
产 B 股换 A 股、配套定增募资
150亿元和员工持股计划三大
问题。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既是
国企改革方案出炉后的第一单，
也是首个地产央企重组样本。

根据招商地产于 12 月 28

日晚间发布的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方案，招商地产B股股票经深
交所批准，已于 2015 年 12 月
11日终止上市并摘牌。招商地
产 A 股股票则自 2015 年 12 月
30日起终止上市并摘牌。

同时，招商蛇口发布的公告
显示，招商蛇口换股吸收合并招
商地产的换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5年12月29日，换股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除招商蛇口及其全
资子公司所持有的招商地产股
票外，招商地产股票将实施换股
转换成招商蛇口A股股票。招
商蛇口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地产
A股的换股比例为1:1.6008，即
换股股东所持有的每股招商地
产A股股票可以换得1.6008股
招商蛇口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
本次招商蛇口换股吸收合并招
商地产 B 股的换股比例为 1:
1.2148，即换股股东所持有的

每股招商地产B股股票可以换
得1.2148股招商蛇口本次发行
的A股股票。

此外，招商蛇口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于今日在深交所
上市，证券简称为“招商蛇口”，
证券代码为“001979”，上市首
日开盘参考价以“招商地产A股
股票停牌前最后交易日（即12
月7日）的收盘价/招商地产A股
换股比例”原则确定为25.30元/
股，股票上市首日不实行价格涨
跌幅限制。

根据重组方案，招商蛇口通
过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
招商地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
易完成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招商局集团”）直接持有
招商蛇口52.25亿股股份，间接
持有2.77 亿股，合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74.33%，为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 A 股低开震
荡，沪指最低探至3515点，盘中
股指维持窄幅震荡，尾盘回暖加
速拉升，三大股指翻红均以当日
最高点位收市，上一个交易日大
跌的 B 股指数则探底回升涨
2.53%。

盘面上，充电桩概念大涨，
隆基机械、荣信股份、东方电子
等涨停，合康变频涨7%，万马股
份、国轩高科涨6%，雾霾限产导
致造纸产品价格提涨，造纸印刷
板块拉升，博汇纸业涨停，太阳
纸业涨近6%，中顺洁柔、山鹰纸
业涨超4%，煤炭板块尾盘拉升，
美锦能源、神火股份涨超6%。

沪指收盘报3563.74点，涨
29.96 点，涨 0.85%，深成指报
12806.16 点，涨 119.82 点，涨
0.94%，创业板指数报 2749.82
点，涨14.34点，涨0.52%。成交

量方面，沪市成交2509.39亿元，
深市成交4087.94亿元，两市共
成交6597.33亿元，较上一交易
日缩量近2400亿元。

申万宏源认为本周是2015
年最后一周，从历史走势看，收
官之周往往是鸡肋行情。由于
前日出现大幅跳水，所以后面几
日的走势应该多为修复性的缩
量震荡、小幅反弹行情。纵观9
月以来的反弹，每月一次跳水和
快跌慢涨似乎成了惯例，预计本
次行情也不会例外。在市场节
前观望气氛较浓的气氛下，顺势
下探后可望小幅走稳，而成交量
的进一步萎缩也在预料之中。

根据中登公司发布的数据
显示，上周股市新增投资者
30.59万，环比下降5.99%，此外，
上周参与交易A股的投资者数
量为 2244 万户，占已开立 A 股
账户投资者数量的22.85%，环比
前一周的21.64%继续回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实习生 陆安怡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含冻结、拍卖
或设定信托）行为的信息披露，提
高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等信息披露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日前，沪深交
易所同时发布修订过的上市公司
股东股份被质押（冻结、拍卖或设
定信托）的公告格式。

针对市场出现的新问题、新
情况，沪深交易所此次修订为落
实证监会修复、稳定、发展市场
整体部署而实施的又一项具体
工作。一方面让投资者全面了
解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冻结
等情形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让投
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到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平仓风
险的情况。据介绍，当上市公司
任一股东出现所持公司5%以上
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形时，或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出现平
仓风险或强制过户风险时，上市
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公告。

据了解，《股东股权质押公
告格式》的信息披露要求主要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表格形式披露股东
股权质押相关信息，包括股东名
称、质押股数、质权人、质押占股
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
通过表格形式披露相关信息，使
投资者更直观、全面的了解上市
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相关情况。

二是进一步明确股东股份

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等情形
下，应当披露包括股东名称、是
否为第一大股东、冻结/拍卖或
设定信托股数及占该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及冻结、拍卖或设定
信托的具体情况。

三是明确了当控股股东质
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
东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股
份出现可能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时，应当披露是否可能导致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控股股东拟采
取的补救措施以及披露实际控
制人将面临变更的风险。同时，
控股股东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过户的风险时，还应当就
后续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
露义务。

年报披露提前两个月

匹凸匹挤掉安信信托成“第一”

招商蛇口吸并招商地产今日上市

大盘缩量小幅反弹
B股指数探底回升

沪深交易所修订股东股权质押公告格式
5%以上股权出现平仓强制过户风险需公告

举牌概念股近期风光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