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证券 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蒋宝泉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公告速递

证监会给炒壳降温
A股“炒壳”由来已久。在A

股退市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
大部分濒临退市的公司通过财
务等手段避开退市制度，以

“壳”的形态寄生于 A 股市场。
由于IPO排队时间较长，“壳”资
源价值突出，ST股票常常咸鱼
翻生，被炒到离谱。

证监会对于借壳上市监
管一直颇为严厉。上周五证
监会宣布就《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借壳标
准 从 三 方 面 全 面 收 紧“ 炒
壳”。从内容上看，此次借壳
新规不仅在量化标准上增加
了指标，还规定原主营业务不
能变化，且对于实际控制人不
变、“二股东”上位方式，新规
从“股本比例”、“董事会构
成”、“管理层控制”三个维度
完善控制权变更认定标准，此
外还直接取消了重组上市的
配套融资。可以说，通过上述
约束，绝大部分借壳上市将被

“封杀”，特别是此前盛传的互
联网金融、游戏、影视、VR四行
业跨界借壳，已几无可能。

受此影响，周一在全部74
只（含AB股）ST个股中，剔除停
牌股，跌停的 ST 个股达到 18
只；昨日ST股板块继续下跌，ST
概念板块下跌1.03%，除去停牌
股，只有4只个股上涨，38只个
股下跌。

部分ST股要注意
新规强调将强化对违法或

失信公司的约束。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若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证监会立案调
查或涉嫌犯罪或违法违规行为
未满36个月，且最近12个月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
重组上市。《重组办法》还增加对
规避重组上市的追责条款。

受到这一条款约束的公司
不在少数。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1月以来受到证监会公开处罚
的上市公司达到134家，受到交
易所公开谴责的公司38家，其中
被处罚或谴责的ST公司就有11
家，包括*ST合金、*ST黑豹、*ST
恒立、*ST蒙发、*ST山水、*ST生
物、*ST舜船、*ST烯碳、*ST新亿、
*ST亚星、ST亚太等。

华泰证券认为，壳资源炒
作短期将大幅降温，不过壳资
源价值将加剧分化，一方面伪
壳、垃圾壳等价值缩减，将面临
淘汰困境。但另一方面，优质
的借壳上市的标的价值上升，
潜在壳资源将受益。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对众
多A股爱“壳”的股民，押注借壳
的风险越来越大，当心预期的
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

公募基金也押宝ST股
除了个人投资者，有不少

机构投资者也将ST个股视作掘
金宝地。查看公募基金对ST个

股的重仓持有情况，其中*ST神
火最受青睐，持有的基金数量
多达13只，其中工银丰盈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持有数量最多，
达到332.22万股。金鹰旗下的
几只基金则把*ST神火当成了

“标配”，金鹰改革红利混合、金
鹰技术领先灵活配置混合A、金
鹰民族新兴混合、金鹰成份优
选混合和金鹰红利价值混合的
持股数量分别达到280万股、30
万股、250 万股、240 万股和 80
万股，持股市值占基金净值比
也分别达到了 5.06%、4.11%、
4.03%、2.7%和2.6%。

除了*ST神火，还有不少ST
个股被同家基金公司旗下不同
产品抱团持有。截至一季度
末，民生加银精选混合、民生加
银内需增长混合、民生加银景
气行业混合和民生加银稳健成
长混合均持有*ST五稀，持股数
量分别达到 47.05 万股、35.48
万股、23.37万股和13.17万股。

而在对ST个股的持仓中，
一季度末持有基金数量超过4
只的ST个股还有6只，分别为
ST 生化、*ST 蓝丰、*ST 钒钛、
*ST煤气、*ST商城和*ST工新。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一般
来说，基金公司在个股备选池
里，都把ST个股去掉，而将其设
在风控池。但既然选择了这样
的个股投资方式，应该是研究
员有过深入研究，且是经过风
控等特定流程之后，才最终下
手的。

“炒壳”被降温ST板块连续下跌
证监会近日就《修

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全面收紧

“炒壳”。受此影响，昨
日ST股板块继续下跌，
截至收盘，据东方财富
网数据显示，ST概念板
块下跌1.03%，除去停
牌个股，只有4只个股
上涨，38只个股下跌。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大众交通昨日晚间
公告称，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6月20日期间，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减持了
所持光大证券、中毅达和吉祥航
空 的 股 份 ，累 计 成 交 金 额
9244.67万元，扣除成本、税费因
素后对公司2016年净利润影响
金额6464.91万元。

其中，公司累计出售所持光
大证券股票345万股，成交金额
6172.70 万元，成交均价 17.89

元/股，减持后尚持有光大证券
股票1306.46万股；累计出售所
持中毅达股票22.66万股，成交
金 额 349.33 万 元 ，成 交 均 价
15.42元/股，减持后不再持有中
毅达股票；累计出售所持吉祥航
空 股 票 100 万 股 ，成 交 金 额
2722.64 万元，成交均价 27.23
元/股，减持后尚持有吉祥航空
股票1985万股。

大众交通 2015 年年报显
示，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
22.2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12亿元。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雷鸣科化昨日公告
称，公司以 4.35 亿元竞拍取得
宿州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的
安徽省萧县三处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采矿权，该采矿权权属清
楚，不存在权属争议。上述三处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已取
得了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划定矿
区的批复，资源储量7583.42万
吨。目前，公司正在进行矿区
建设及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
预 计 2016 年 下 半 年 建 成 投

产。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
产后，预计开采上限为1200万
吨/年。公司预计项目建设完
成并全部达产后（按达年产
1200万吨开采上限计算），预计
可实现年收入约3.08亿元，净
利润总额约1.03亿元，具有良
好经济效益。

公司称投资矿山资源符合
公司转型发展的需求。一方面，
有利于进一步延伸爆破业务链
条，降低公司对民爆主业的依
赖，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改善
盈利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另一

方面，项目的实施，为公司民爆
产品的销售也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时可进一步锻炼公司爆破队
伍的业务水平，有利于公司民爆
相关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将
有利于完善爆破业务链条，降低
公司对民爆主业的业务依赖，形
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并能够改善
公司整体盈利结构，分散经营风
险，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低估值的港股受
到了A股上市公司的关注，广电
运通通过沪港通大举买入港交
所主板公司神州控股股票。

停牌超过10天的广电运通
公告称，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
过沪港通购买港交所主板上市
公司神州控股股票，截至6月6
日收盘，共买入神州控股1.37
亿股，占其已发行普通股股份
的12.51%。

对于为何买入神州控股，
广电运通表示，出于对神州控
股业务发展模式及未来发展前
景的认可和看好，公司通过二
级市场投资神州控股的股票。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具备对神
州控股实施控制的能力，该等
投资行为不会导致神州控股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来公
司不排除继续增加持有神州控
股股票的可能。

神州控股前身为联想集团

的电子商贸业务部门（从事IT
产品分销业务与系统集成业
务），系经联想集团于2000年5
月进行的重大业务重组后设
立。自2015年神州控股剥离传
统分销业务后，神州控股从事
的核心业务主要为系统集成业
务和技术服务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神州控股此
前发布公告，宣布要收购北京海
淀区中关村神州数码大厦4~9
层及18层物业，拟持有作为办
公场所之用。交易完成后，神州
控股将新增发行股份数量不超
过1.5亿股，这将会摊薄广电运
通在神州控股的持股比例。

另外，神州控股目前的实
际控制人郭为，通过其控制的
另一家A股公司神州数码，日前
也发布《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证券投资的议案》的公告，
其中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用于
购买关联方上市公司的股票，
包括但不限于神州信息、神州
控股、鼎捷软件等。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浦东金桥于昨日
收盘后发公告称，“经本公司向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核实，
该公司迄今并未与任何人签署
于特斯拉（TSLA）合资建厂的备
忘录或其他形式的文件。”昨日
早间，彭博社引用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人士的说法称，针对特斯
拉在上海建立生产工厂，上海金
桥集团已经与其签订一项非约
束性备忘录，双方各投入300亿
元人民币（45亿美元）。上海金
桥集团为国有企业，本次投资主
要为其土地资产。

受此市场消息影响，浦东
金桥（600639）昨日开盘即封住
涨停，报收于21.60元，其他特
斯拉概念股同样飘红，天汽模
涨停，报收于7.9元。而上交所

6月 21日披露，因媒体报道需
澄清，浦东金桥、金桥 B 股自
2016年6月21日下午起停牌。

特斯拉方面也澄清了此次
谣言。特斯拉相关负责人表示
是“谣言”，目前，特斯拉在中国
建厂仍处于以调研为主的前期阶
段，并没有和任何企业签署备忘
录。此后，特斯拉方面还发声明
称，“we dont comment on ru-
mor or speculation（我们对谣
言或揣测不予置评）。”

这已经不是特斯拉首次传
出建厂消息。去年，根据《华尔
街日报》的报道，为了降低在中
国市场的售价，特斯拉CEO马斯
克表示计划将在中国开设工
厂。随后，特斯拉与上汽集团、
长安汽车、北汽福田、江淮等众
多车企传出“绯闻”，但最终都
未有实质性进展。

雷鸣科化4.35亿购得建筑石料采矿权

大众交通减持股票
增利约6500万元

浦东金桥和特斯拉
双双澄清上海建厂传闻

广电运通通过沪港通
大举买入神州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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