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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随着崇明撤县并区
一事尘埃落地，资本市场上包括
基建、交通运输、地产等板块，以
及崇明岛唯一控股的亚通股份都
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从
以往的经验来看，撤县并区后的
一年，该地区的公共预算收入同
比增幅在14%左右，且各项经济
指标较往年高出许多，由此将为A
股上市公司带来业绩提升。”

多家上市公司
在崇明开启养老医疗地产

“自崇明建区后，交通建设
将迎来施工高潮。”兴业证券的
研究员这样表示。根据公开信
息，目前，上海市已经规划了直
通崇明的轨道交通13号线，届
时包括隧道股份、上海建工、交
运股份等在内的基建、交通运输
等上市企业都将因此受益。该
研究员同时表示，撤县并区也将
使得土地性质得以转换。“光明
集团在崇明拥有大量的储备用
地，原本大量的农用地大概率将
转换土地性质，从而利好部分拥
有土地的上市企业。”

从个股方面来看，上实发
展、光明地产都将在崇明开启他
们的养老地产业务。东兴证券
的分析师表示，上实发展在崇明
东滩布局了特色养老项目。具
体来看，上实发展旗下参股公司
上海实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在

崇明县东滩拥有三块土地储
备，分别用于建设崇明东滩退
休社区，以及相关社区的配套
商业区。在养老市场快速增长
的背景下，上实发展布局养老
地产的动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
义，未来有望在养老地产启动
时期踏准节奏，形成独特的养
老产业盈利模式，提升公司业
绩表现。

除了上市公司自有资源外，
大股东上实集团在崇明东滩拥
有86平方公里土地，其中生态
城镇占地12.5平方公里（核心
区7.8平方公里），绿港农业占
地67平方公里。东兴证券还认
为，在国企改革的预期下，大股
东的优质资源使公司具有巨大
的联想空间。可以预期，公司在
大股东资产注入预期和养老项
目运营的催化作用下，公司将强
化产业链竞争优势。

同样在崇明开启养老医疗
地产市场的还有光明地产。国
金证券认为，光明地产主要以房
地产开发经营及冷链物流相关
业务为主业。公司大股东光明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企业
长江总公司在崇明有大量土地
储备。

土地使用性质
变更概率大利好地产股

东兴证券的分析师同时认
为，外高桥和ST中企也将因崇
明撤县并区而受益。公开资料

显示，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
司与启东市人民政府合作，在
崇启大桥联接江苏省的附近区
域建立了高桥集团产业园，共
同开启了建设园区模式，目前
已经形成了以外向型生产加工
业为主，物流贸易产业为辅的
综合产业园。

而 ST 中企在崇明县陈家
镇区域也拥有超 4600 亩土地
的使用权，该地块原本为农业
用地，后来陈家镇区域于2015
年被规划为国际商务区。其预
期此地块的使用性质将发生变
更。“如果这一预期能够实现，
将 是 ST 中 企 的 重 大 利 好 消
息。目前，公司正处于与大股
东上海地产集团进行重大资产
重组的阶段。在国企改革风潮
再起的大背景下，公司获得股
东资源注入和管理效率提升
的概率正在加大，利好公司的
业绩表现。”

国金证券则认为，亚通股
份作为崇明岛唯一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也是唯一注册崇明岛
的企业，主要业务板块集中于
崇明岛区域的住宅地产开发，
同时经营岛内通信工程、物资
贸易、出租汽车等业务。公司
拥有 2500 多亩农业土地使用
权，其以国企改革为契机，期望
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转型发展，
未来包括农业、旅游、大健康等
行业项目都将成为亚通股份业
绩增长的“助推器”。

撤县并区利好地产、基建、交运等板块

崇明养老地产业务迎来新机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拼尽了运气中签却
不领奖，近期新股发行这样的例
子依然在接二连三的发生。

IPO新规以来发行股份数最
大、中签率最高的新股江苏银
行，昨日公布股票发行结果，这
个中奖面颇高的新股也没有逃
脱“弃奖”的命运。公告显示网
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达
327.63万股，其中数家机构在中
签后未缴款，其中包括中金公司
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弃购1.66万股，未缴金额
10.4万元；中海基金的中海积
极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账户，弃购2.24万股，未
缴14.03万元；国泰基金的全国

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弃购9.74
万股，弃购金额 61.06 万元。
这些弃股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

“笑纳”。
无独有偶，三祥新材也遭遇

机构“弃奖”。不过相比江苏银
行，三祥新材的散户和机构放弃
的显然是末等奖。

公告显示，网上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三祥新材合计11.58
万股，其中网下弃购的包括27
位自然人和多家机构，包括中天
证券的自营账户、新华信托、国
海富兰克林管理的富兰克林国
海弹性市值混合型基金、东兴证
券等，但不过弃购数量都不多，
最大的弃购户也只放弃525股，
最少仅为 35 股，未缴金额从
184.8元至2772元不等。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证监会在官
网发布风险警示，称目前除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沪
港通”机制外，证监会未批准任
何境内外机构开展为境内投资
者参与境外证券交易提供服务
的业务。“老虎证券”、“富途网
络”、“积木股票”等网站和移动
客户端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据悉，日前有投资者询问，
“其看到有‘老虎证券’、‘富途网
络’、‘积木股票’等网站和移动客

户端，可以提供境外证券的买卖
服务，询问证监会是否可以参与？”

对此，证监会答复，近期市
场上出现了一些境外证券经营
机构与境内互联网公司合作，
通过境内互联网公司的平台网
站或移动客户端为境内投资者
投资境外证券市场提供交易渠
道和服务。我国《证券法》规
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经营证券业务。我国《证券
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境外
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经营证券

业务，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目前除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QDII）、“沪港通”
机制外，证监会未批准任何境
内外机构开展为境内投资者参
与境外证券交易提供服务的业
务。境内投资者通过境内互联
网公司的平台网站或移动客户
端参与境外证券市场交易，由
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且证
券投资账户及资金均在境外，
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权益将
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请勿参与
此类投资，以免遭受损失。

证监会：
通过网络平台买境外股票无法律保障

新股中签后未缴款
江苏银行327.63万股被弃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俗话说：“屋漏偏
逢连夜雨”。刚发布中报大幅
预亏公告的中百集团，昨日晚
间又发布了受连续降雨影响致
公司损失的公告。业内人士认
为，公司今年全年的业绩表现
仍将面临亏损，业绩难现拐点。

昨日晚间，中百集团发布
公告称，受持续强降雨极端天
气影响，公司财产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坏，预计经济损失为623
万元左右，对公司2016年经营
业绩将产生一定影响。在公告
中，中百集团同时表示，公司地
势较低或处于地下一层的47家
门店（仓储超市11家，便民超
市36家）因路面积水倒灌，导致
店内商品、设备设施等财产受
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目前相关
保险公司已进行了现场取证和
勘查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
渠道多元化竞争影响、电商冲
击等问题，仍压制零售百货业

终端消费需求的释放。就在7
月13日，中百集团发布业绩预
告，公司预计2016年1至6月份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最高亏损6600万元，同比最大
降幅达403%，公司二季度净利
润环比上季度下降幅度最高达
1904.1%。

光大证券认为，中百集团今
年全年的业绩表现将仍然面临
亏损或者略有盈亏平衡。一方
面，公司目前除了原有的零售超
市业务外，最新和罗森合作的便
利店业态，短期也将面临培育期
的“出血点”的问题。另一方
面，从目前数据来看，公司的费
用高企且短时间难以恢复到之
前合理水平，因此预计中百集团
今年全年的业绩难现拐点。

中百集团受连续降雨拖累
预计损失623万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进入半年报披露
期，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开始挥
资增持。

金一文化昨日公告，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钟葱以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的形式，在二级市场
以竞价交易方式购入公司股票
700.03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1.08%，合计增持金额为1.43亿
元，增持日期为7月25日至26日。

钟葱在7月14日披露增持计
划，称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和对目前公司股票价值的
合理判断，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的形式买入处于公开交易中的公
司股票，产品规模不超过3亿元。
据悉，增持后，钟葱直接持有该公
司1.08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6.72%；控股股东碧空龙翔持有
公司15370.51万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23.72%，钟葱为碧空龙翔的
控股股东，持有其69.12%的股权。

金一文化实际控制人
增持1.43亿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晚，上交所公告
称，由于上海物贸此前披露的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
预案》不披露重大交易的交易
价格，构成信息披露重大遗
漏。同时，公告文稿有多处明
显错漏的发生，亦构成信息披
露不准确行为。决定对上海物
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许伟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肖翔云、
薛歆予以监管关注。

上交所称，2016年4月19
日，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披露《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之预案》。预案显示，“交易价格
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对出售资产截至评估基准
日进行评估而出具并经百联集
团有限公司备案的评估报告确

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但并未披露具体交
易价格。

同时，该预案文稿制作粗
糙，多处出现错字、漏字和语法
错误等现象，如第41页“和”字
重复，第46页“尚需只好”含义混
乱，第47页的“本次交易将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表述遗漏了

“导致”二字，信息披露文件存
在明显瑕疵。

上交所决定对上海物贸及国泰君安
项目负责人予以监管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