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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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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首季增持，最爱饮酒玩机械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沪指昨天延续震
荡整理态势，日内振幅仅有
1%，最终小幅收跌，创业板指数
成为昨日市场亮点，午后一波
放量拉升，最高涨幅2.4%，收盘
涨逾1%。

盘面行业板块轮动明显，早
盘煤炭开采、稀土永磁板块均强
势冲高，午后以万达信息为首的
医疗板块带动题材股拉升，万达
信息、九安医疗、卫宁健康、易联
众、乐金健康等股票收盘涨停，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走强，恒生电
子涨逾 8%，汇金股份、金证股
份、赢时胜等个股涨幅超过6%，

猪肉概念股领跌，天邦股份跌逾
5%，牧原股份、海大集团、龙大
肉食等跌逾4%。

截至收盘，沪指报2843.68
点，跌幅 0.25%，深证成指报
9908.79点，跌幅0.01%，创业板
指报 2081.44 点，收涨 1.15%。
两市全天共成交4309亿元，较
前一交易日的3619.3亿元小幅
放量，其中，沪市成交 1400 亿
元，深市成交2909亿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公布数据显示，上
周（5 月 9 日至 13 日），沪深两
市新增投资者 32.99 万，前值
增 加 26.21 万 ，环 比 上 升
25.87%。

投资者保护基金最新数据
显示，上周（5月9日至13日）证
券保证金净转入313亿元，为连
续第二周净转入，前一周为净转
入321亿元。

上周，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转入额为4762亿元，转出额为
4449 亿元。证券交易结算资
金日均余额为1.61万亿，较前
一周的1.64万亿小幅减少。

巨丰投顾认为，市场持续火
爆的锂电池以及钛白粉、稀土等
涨价题材股昨天午后均有所回
落，但市场并未因此展开杀跌，
反而激发了部分题材股的反弹，
后市投资者可以关注其中被错
杀的超跌品种。

重组停复牌将不再“任性”
2013年以来，国内并购市

场异常活跃，同时，失败案例也
急剧上升。其中，不乏浑水摸
鱼者。以推高股价等为目的的

“忽悠式重组”不在少数。有的
公司在公布重组预案并复牌后
股价大幅上涨，大股东等相关
方借机减持，随即宣布重组失
败，达到高位套现的目的。还
有的公司甚至通过反复进行

“忽悠式重组”渲染重组预期，
从而掩护大股东等相关方套
利。随意停复牌不仅扰乱了市
场秩序，还有内幕交易的嫌疑。

此次的停复牌新规将通过
分阶段细化披露等手段加以严
控。“如果上市公司因涉及重大
资产重组进行停牌，那么第一
个月它需要披露重组标的的行
业类型，如果第二个月和第三
个月继续停牌，那么需要进一
步披露重组标的的具体情况。
如果复牌后换了一个重组标
的，那么我们就要回溯它当初
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是否准确以及是否实际执行，
如果有问题会采取相应的监管

措施甚至稽查措施。同时，对
于事前监管，我们可能还会对停
牌重组前的股东变动情况、前四
大股东的情况有相应的监管要
求。”上交所有关人士表示。

MSCI在今年4月最新的征
询中提出，A股在去年下半年大
规模停牌现象影响正常市场交
易活动，自主停牌机制容易带
来流动性问题及招致模仿行
为。对此，上交所曾在2015年
末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停复牌及相关信息披露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计划限制
重组停牌不得超过3个月。此
次停复牌新规的发布将为A股
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扫清
一大障碍。

金融蓝筹股将明显受益
在成分股选择方面，MSCI

对成分股的筛选需要满足其市
值、自由流通市值、流动性、交
易频率等要求。在市值方面，
因为MSCI在筛选过程中首先将
所有股票按照总市值排序，再
由上而下累加累加流通市值至
总流通市值 99%作为选股样
本。所以市值较大的个股容易

通过筛选。在流动性方面，MSCI
对于最小流动性提出要求，
MSCI 采用两种指标衡量流动
性，分别为最小年化成交金额比
率和三个月换手率，所以股票流
动性较大的个股容易通过筛
选。最后MSCI要求股票满足最
小交易时间要求，所以交易时间
较长的个股会通过筛选。

华泰证券研报中表示，通
过上述的筛选条件，预计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金融股占比
40%左右，若 A 股通过 MSCI 评
估，纳入新兴市场指数，金融
行业将迎来大幅资金流入。
其中，尤以银行股权重最大。
而银行股体量大、流动性强、
估值低等符合境外资金偏好，
板块有望迎来超过权重的资
金比例。

个股方面，华泰证券推荐
投资者可以关注，资产质量优
化的个股，如招商银行；事业部
改革，子公司分拆相关的银行，
如民生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
行等；业务转型的银行，如宁波
银行、兴业银行等；混合所有
制，员工持股计划的个股，如民
生银行、招商银行。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星美联合昨天午
间公告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审计机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
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所造成的影响。

公告显示，5月13日，证监
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6
家审计和评估机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其中之一
是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5月
16日，公司通过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标的资产方欢瑞世纪影视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核实。核
实情况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于2016 年 5月11日接到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违
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该所立案
调查。

同时，星美联合还从北京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获悉，会计
师事务所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提供审计服务的邹志
文、贾俊伟生并未被立案调查
或被采取监管措施，也没有参
与被立案调查的相关项目。

公司表示，将密切关注该
事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造
成的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获得核准的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防范风险。

按照星美联合此前公布的
重组预案，公司拟以 7.66 元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欢瑞世纪全
体股东所持有的欢瑞世纪100%
股权，标的资产预估值为30亿
员。昨天星美联合早盘一度大
涨近 9%，午后回落收报 14.20
元，涨2.75%。

停复牌新规将出台，促A股入MSCI指数

以金融股为首的蓝筹股将受益
备受市场关注的A股停复牌规则修订有了新进展，援引中国证券报消

息，上交所人士表示，新修订的停复牌新规将最快于下周发布，其中的“忽悠
式重组”问题将会重点监控。市场人士认为，停复牌新规的发布将为A股纳
入MSCI清除一大障碍。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创业板指数收涨逾1%

重组审计机构遭调查
星美联合提示相关风险

■聚焦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深交所一条
发出12份监管函，点名的上市
公司包括零七股份、*ST烯碳、
银润投资、焦作万方、华讯方舟
等10家上市公司，其中黑芝麻
独得三份。

黑芝麻因信披违规收到了
监管函。深交所称，3月24日，
黑芝麻披露了《关于终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暨股票复牌
的公告》，称鉴于交易标的控股
股东朱杰及交易标的涉及多项
债务担保和诉讼，且涉及金额
较大，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无
法在承诺期内解决上述事项，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终止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前
述公告披露的交易标的担保、
诉讼信息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中披露的信息不一致，且
公司未及时对交易标的前述信
息进行披露。

深交所指出，黑芝麻董事
长韦清文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
董秘也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
任，希望公司及其高管吸取教
训，严格遵守规定，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黑芝麻的重组财务主办人
史金鹏、吴一丁，重组法律顾问
经办律师肖云品、尹传服也均
因该事件违规领到监管函。

昨天监管函一大共性就是
业绩预告违规，多家上市公司
因此收到监管函。

比如*ST烯碳，今年1月30
日，*ST 烯碳披露 2015 年度业
绩预告，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0
万元-2000 万元。时隔 3 个月
之后的4月15日，*ST烯碳披露
2015年度业绩快报，预计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353.57 万元。4 月 28
日，*ST 烯碳披露 2015 年度业
绩快报修正公告，称2015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26.75万元。

*ST烯碳的上述行为引起
了交易所的关注，深交所在监
管函中表示，经查明，*ST烯碳
存在业绩预告违规，希望*ST烯
碳及全体董监高人员吸取教
训，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与之相似，银润投资也因
业绩预披露违规收到监管函。
焦作万方、华讯方舟等均因业
绩预披露违规收到监管函。

深交所一日连发12份监管函
黑芝麻独领三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