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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上市公司股权争夺
战本是平常事，亲属之间争夺，
也已习以为常，可是争夺到连负
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也不敢
接活，这还是罕见的。这一幕昨
日发生在了上市公司茂化实华
（000637）上。

昨日，茂化实华公告称董
事会收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发
函，指出公司近期公告对续聘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2016
年度审计机构和 2016 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的事项上意见不一
致。为避免公司股东和董事会
由于聘任审计机构产生不必要
的分歧，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决

定不再担任上市公司 2016 年
度审计机构。因此，公司董事
会决定撤回原续聘议案，再提
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提出上述议案的北京泰跃，
实际控制人为刘军，曾为资本大
鳄，盛时一度控制茂化实华、湖
北金环、*ST景谷等多家上市公
司。2006年7月，刘军被带走调
查直到入狱服刑，被判行贿等多
项罪名。而刘军提议罢免的正
是自己的姐姐刘华。北京泰跃
在提案中指出，鉴于现任董事刘
华于董事任职期间，存在众多违
规、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
故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免去刘华
董事职务。

举牌、摘牌、增持，多路资本高手汇聚天目药业

股权争夺大戏上演造就“妖股”
上市近23年，天目

药业近年来一直徘徊在
微利和亏损之间，令市
场刮目相看的是，其股
价的精彩完全不理会业
绩的低迷，股价连涨5
年，今年年初甚至创出
了历史新高，其背后则
上演了一场资本大戏。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公告速递

进入5月，天目药业股价走出
了“深V”走势，先是连续急跌，5月
11日一则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
司举牌的公告，使得股价走势逆
转，民生信托聚鑫1号资金信托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买入天目药业股份。本
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民生信托合计持有6088970
股，占天目药业总股本的5.00%。
公告称，中国民生信托在资本市
场、融资市场拥有丰富的经验，认
可并看好天目药业潜在的发展机
会，希望通过此次增持，获取上市
公司天目药业股权增值带来的
收益。中国民生信托除本次股
份增持外，不排除在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增持天目药业股份的可
能。当日股价强势涨停。

5月12日，一则补充公告，
披露了聚鑫1号资金信托背后

的出资人是北京汇源饮料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当日股价大跌
回补跳空缺口后再度走强，股价
又连续拉升，逆势创出近期新
高，5月17日，大股东增持的公
告现身，近期强势的股价有了一
个合理解释。天目药业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
业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增
持后长城影视集团合计持有天
目药业3188万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26.18%。

天目药业一季报显示，长城
汇理的数只并购基金合计持有
天目药业 26.16%股权，增持前
长城影视集团持有公司2697万
股 股 份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22.15%。此次增持后, 长城影
视集团已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进一步巩固其控制权。

长城汇理和长城影视集团并

没有关系，有关资料显示，宋晓明
是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创始人，
2012年5月至2013年5月期间，
曾任天目药业董事长，为该公司
前大股东，2013年5月，被杨宗昌
取代后创办长城汇理并购基金，
在此之前，宋晓明与天目药业另
一个前大股东杨宗昌之间的股权
之争一直备受市场关注。

昨晚，天目药业再发解释公
告。控股股东长城集团拟继续
增持股票，不超过总股本的
3.81%，价格不超过 66 元/股。
增持期限自2016年5月17日起
6个月内完成。截至2016年 5
月16日,长城集团及通过长影
增持一号资管计划持有天目药
业股份合计31877559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6.18%。如果
上述增持完成，长城集团的持股
比例将达到29.99%。

这只总股本只有1.2亿股
的小盘股各路资金云集，举牌
的，摘牌的资本高手都汇聚这家
上市公司，于是，股价飙升的精
彩可以完全不理会业绩的低迷。

就在近期，天目药业刚刚又
被信托举牌，天目药业5月10
日公告称，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
司管理的民生信托聚鑫1号资
金信托于4月7日至5月10日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累计买入公
司股份608.897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

股吧上有股民算了一笔账，

今年一季报天目药业前十大股东
持有63%的股份，加上民生信托举
牌5%和第一大股东继续买进4%，
也就是说单单这11个股东就持
有72%，外面流通股已经不多。

擅长资本运作的长城影视
集团入主后，于2015年12月启
动了天目药业重组，拟收购科泰
生物。有统计显示，这是天目药
业 2010 年以来第六次启动重
组，前五次均无疾而终，但并购
科泰生物一事依旧告吹，原因却
是双方在业务发展方向及管理
层设置等事项上存在分歧，这颇

令人感到不解。而且，重组终止
后，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天目药
业披露了公司前十大股东、交易
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今
年以来对天目药业股票的买卖
情况，其中，交易对方及其他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今
年以来买卖天目药业股票的多
达22人，其中更有不少短线操
作的高手。

昨天天目药业收报 32.26
元，去年一年涨了66.8%，今年至
今涨幅也高达42.35%，和同期大
盘相比堪称大牛股。

2013年5月，湖南三羊投资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宗昌取代天
目药业原董事长宋晓明，入主
深圳长城国汇投资管理公司，
从而通过该公司旗下的天津长
汇及三家一致行动人对天目药
业形成实际控制，打乱了宋晓
明以及其团队的初期计划——
以并购基金的形式入主天目药
业，孵化优质项目注入上市公司
并实现价值重估与并购基金的
资本退出。

宋晓明并未就此作罢，其控
制的长城汇理在2014年6月份
首次举牌天目药业并持续增持，
宋晓明也曾试图重回董事会，但

却被杨宗昌阻拦在外。2015年
10月中旬，杨宗昌清仓退出，其
控制的深圳长汇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其合计持有的16.77%股权
作价5亿元转让给长城影视集
团，至此杨宗昌退出，长城影视
集团入主，意味着天目药业进入
赵锐勇时代。

长城集团掌门人赵锐勇同
样是资本运作高手，可以称得上
资本市场的“摘牌王”，其操盘手
法不走IPO路径，而是通过收购
江苏宏宝、四川圣达，先后将长
城影视、长城动漫等两家公司推
向A股。

赵锐勇和宋晓明至少表面

握手言欢，去年11月2日，赵锐
勇还从杭州飞往深圳，前往长城
汇理，据称“双方一见如故，共同
表示将同舟共济，把天目药业做
大做强”。

近年来，天目药业的经营状
况不堪回首，徘徊在微利和亏损
之间。在公司治理方面，天目药
业更是问题不断。2014年5月，
两位独董撰文自曝天目药业多种
乱象，8月，遭上交所通报批评，9
月，被浙江省证监局责令改正，
11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12
月，发布退市风险提示。2015年
5月，收到证监会监管函，11月，
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资本高手汇聚，机构持股逼近七成

大股东股权之争，剪不断理还乱

民生信托举牌“倒逼”长城集团增持

姐弟俩争夺茂化实华股权
会计事务所撇关系拒审计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海利生物（603718）
昨日晚间发布公告，公司第二大
股东 Navigation Five Limited
（简称“Navigation”）昨日通过
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
公司3219.99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本次减持后，Naviga-
tion还持有海利生物2072.89万
股 ，持 股 比 例 由 8.22% 降 至

3.22%，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
的股东。

盛和资源（600392）昨日晚
间发布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王
全根于5月16日通过上交所大
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6%，减持均价为 17.34
元/股。本次权益变动后，王全
根还持有盛和资源1.02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89%。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中房股份昨晚发
布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嘉
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嘉益投资”)于5月16日和5
月17日，通过交易系统增持公
司股份合计 257.08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44%。本次增持
后，嘉益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123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9.40%。

同时公告称，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未来嘉益投

资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
的可能，同时其承诺在增持实施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此外，合肥百货也与昨日晚
间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建投
集团于2016年3月11日至5月
16日期间，通过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了公司股份220.05万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28%。至此，建
投集团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做
出的在公司股价低于7.64元/股
时择机增持公司股票1000万股
的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

两公司二股东大宗减持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合锻股份（603011）
昨日晚间发布公告，公司是国内
领先的锻压机床研发生产企业
之一，2015年12月公司收购中
科光电100%股权实施完毕后，
公司增加了色选机业务，加快
了公司在智能装备自动化领域
的布局。为了契合公司未来发
展战略，经公司申请，并经上交
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2016
年5月20日起由“合锻股份”变
更为“合锻智能”，公司证券代码

不变。
昨日，石岘纸业（600462）召

开了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
议案》，公司名称由“延边石岘白
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石岘纸业名称已变更

为“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为
使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
致，石岘纸业董事会拟将上市公
司证券简称由“石岘纸业”变更
为“九有股份”，公司证券代码

“600462”保持不变。

两家公司变更简称

两公司大股东出手增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