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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市场早盘低开
高走，一度攻上3000点，触及10
日均线，但午后突然变脸回落，尾
盘跌速加快，沪指收盘跌逾3%并
击穿2900点，创业板指跌逾4%。

盘面上，维生素提价预期强
烈，亿帆鑫富涨停，花园生物涨
9.95%，东北制药、金达威、兄弟
科技、新和成、广济药业盘中涨
停，移动支付概念股盘中走强，
证通电子收盘涨逾5%。春节前
资金面紧张程度未减，央行再度
投放资金量，至此，公开市场也
连续第三周实现净投放。

截至收盘，沪指报2880.48
点，跌3.23%，成交2036.3亿元；
深成指报9975.97点，跌3.77%，
成交 3325.8 亿元；创业板指报

2112.4点，跌4.18%，成交965.7
亿元，两市15只非ST股涨停，
100 余 股 跌 停 ，共 计 成 交
5362.18亿元。

市场人士认为，大盘一度低
开高走令人刮目，而午后的连续
跳水又让人失落，市场中异动的
权重股如中信银行、中国中冶等
并没有一鼓作气强势封板，股价
异动后做多意志削弱，逐渐回调
至低位，并没有带领大盘产生做
多合力。

港股昨日亦表现欠佳，昨天
恒指高开1.02%，短暂冲高后逐
步回落，午后开盘后快速下跌，
恒 生 指 数 收 盘 跌 1.82% ，报
18542.15 点 ，国 企 指 数 跌
2.24%，报7835.64点。今年以来
恒生指数跌幅 15.39%，国企指
数跌幅达18.89%。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本周一慧球科技董
事长顾国平发生强制平仓事件
后，其另一个资管账户也濒临爆
仓，董事长顾国平不得不补仓
2000万元。

除了已被平仓的“德邦慧金
1号”资产管理计划外，慧球科技
董事长顾国平旗下的“华安汇增
3号”预估份额净值为0.8123元，
已低于0.85元的止损线，顾国平
于1月20日对其旗下触及平仓
线的华安汇增3号资管计划追加
资金2000万元整，追加后“华安
汇增3号”将继续正常运行。

顾国平又一账户被迫补仓
慧球科技的公告显示，截至

1月19日，华安汇增3号预估份
额净值为0.8123元，已低于0.85
元（止损线），华安资产根据资管
合同中的约定，于1月19日当日
发送了补仓通知，请顾国平于1
月20日下午17：00时之前向华
安汇增3号托管账户追加增强资
金不低于1972万元整，使华安汇
增3号份额净值不低于1.00元。

截至1月20日下午17：00
时，华安汇增3号银行托管账户
已收到顾国平本人汇入的追加
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整，顾国
平已完成资管合同中约定的本
次补仓义务，华安汇增3号将继
续正常运行。

同时公告称，目前顾国平的
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

汇增1号、华安汇增2号及华安
汇增3号暂未触及平仓线，若公
司股票价格继续下跌，不排除被
动平仓的风险。届时顾国平将
采取积极措施，尽力筹措资金进
行补仓，以保证其持有公司股权
的稳定性。

此外，顾国平仍处于增持承
诺期，其承诺自2016年1月8日
起3个月内，在符合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通过资管计划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 A 股股份不低于 394.79 万
股，累计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比
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

值得注意的是，上交所 20
日晚向公司发出了问询函，所发
问题指向了顾国平的高杠杆资
产管理计划以及目前的实际控
制权状态是否稳定，其中提及请
公司核查并说明当时顾国平是
否应当知悉其控制的相关股份
存在平仓风险，是否存在隐瞒应
披露事项等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昨晚，慧球科技披露，因个
人原因，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苏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事郑敏也
提出了书面辞职。

无独有偶，银河生物也中招
此外，另一家上市公司也因

为高杠杆资产管理计划“中枪”，
银河生物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银河集团此前通过博时资本-众
赢志成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增持股份，已触及该资管计划协
议中的预警线、平仓线，股份数
量2032.26万股，约占公司总股
份的1.85%，目前银河集团已采
取追加保证金4508.7万元的补
救措施。

于今年1月12日开始起停
牌的银河生物，其今年以来的股
价连续下跌，导致其大股东银河
集团质押股票的触及股价预警
线、平仓线，银河生物称，2015
年12月28日银河集团将其持有
的公司380万股，与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贵阳营业部进行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目前股价已
触及该质押协议中约定的股价
预警线、平仓线，银河集团追加
保证金人民币1100万元。

银河集团此番合计追加了
5608.7 万元保证金，银河生物
称，由于质押和增持事项涉及股
份较少，仅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20%，并且控股股东银河集团
已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故对上
市公司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未发
生变化。

银河集团还有所持银河生
物49851.36万股处在质押状态，
分占其所持股份的94.84%和银
河生物总股本的45.32%，也就是
说，银河集团所持银河生物股票
几近悉数处于质押状态，不过，
银河生物公告称，银河集团所持
质押的银河生物49851.36万股，
约定股价预警线较低，不存在被
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慧球科技董事长补仓2000万元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打新新规将在今天
迎来首个股票的申购，高澜股份
成为了适用打新新规的首只新
股，新股申购不再冻结资金，投
资者账户里只要有1万元及以
上的市值，申购新股好似“免费
抽奖”，机构预计打新中签率将
进一步下降。

根据目前的安排，高澜股份
将在今天进行申购，随后，下周
一、三、四、五分别是苏州设计、
东方时尚、南方传媒和鹭燕医

药，一天一只新股申购。高澜股
份主营大功率电力电子装置用
纯水冷却设备及控制系统的研
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首发股份
不超过1667万股。由于打新新
规要求，发行股数低于 2000 万
股且无老股转让计划的新股采
取定价发行，高澜股份发行价格
为15.52元。采取定价发行的新
股将全部在网上发行，高澜股份
的申购上限1.65万股，若顶格申
购则需配市值约16.5万元。

据了解，只要投资者持有非
限售A股股份市值1万元及以上

（T为申购日，市值计算以T-2日
前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股市值计
算），即具有打新资格，其中，深市
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500股，沪
市每1万元市值可申购1000股，
不过机构认为，打新新规下，预计
打新中签率将进一步下降。

此外，投资者需要注意的
是，确认中签后，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T+2日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否则就视为放弃认购。投
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三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今天高澜股份首尝打新新规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元月，高送转进入
蜜月期。昨日晚间汤臣倍健、万
孚生物双双公告实际控制人提
议高送转。

公告称，汤臣倍健实际控制
人梁允超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6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

梁允超承诺在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无独有偶，万孚生物昨日晚

间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李文美、王继华夫妇二人提
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0股。

李文美、王继华夫妇二人承
诺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预计2015年实现净利
润同比增长20%—35%，上年同
期盈利9836.40万元。

2015年公司持续保持稳步
发展的势头，立足于公司的主营
业务，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并
加大对市场的开拓力度，同时加
强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力度。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实习生 陆安怡

本报讯 昨日晚间，耀皮玻
璃发布2015年度业绩预告，公
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
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3.70亿元左右，而
上年同期公司净利润为盈利

5335.40万元，上年同期每股收
益为0.06元。

内容显示，耀皮玻璃表示，公
司经营利润大幅下降是由于行业
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报告期
内玻璃售价持续下滑；同时，基于
行业去产能的背景，公司出于谨
慎性原则，对部分生产线计提了
资产减值准备。同时也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沪指收盘击穿2900点

两公司推10转10分配预案

耀皮玻璃年报预亏3.7亿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商业城昨晚公告，
鉴于目前市场状态，为维护市场
稳定，公司股东琪创能决定撤回
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该计划取
消实施。据悉，这也是今年以来
两市目前出现的首个股东撤回
减持计划的案例。

此前商业城曾于1月13日
公告，琪创能计划自 2016 年 2
月3日至3月10日期间，减持商
业城股份不超过167万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4%，减持
价格区间暂定为 17 元至 30
元。截至公告发布之日，琪创能
持有公司股份 1592.509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94%。

商业城股东撤回减持计划
为今年两市首例

■公告速递

周培骏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