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 广告经济导报 ECONOMIC HERALD Market
●责任编辑：吕文 电话：0531-85196322 E-mail:xshxzy@sina.com 2019年8月12日 星期一 B3

市场风标
Shi chang feng biao

E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上市公司的“增持”消息并

非支撑股价的万金油，部分增持

承诺方的失信行为，已引起监管

层的关注。

9日，上交所披露信息显示，

因江泉实业(600212)原控股股东深

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一项

不低于2亿元的增持计划到期未实

施，且未及时披露无法实施增持

计划的风险，上交所决定对其予

以公开谴责。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大生

农业一方2017年12月提出增持计

划，随后公司股价开启单边下跌

模式，至2018年10月公司股价已从

9元/股(复权价)附近跌落至3元/股

(复权)附近，跌幅超过6成。

而江泉实业近来业绩也出现

迅速下滑，继去年归母净利润亏

损1 . 72亿元后，今年一季度又亏损

了4006 . 68万元。

对此，受访投资界人士表

示，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背后，

应该是对公司业绩提升的信心，

而不是忽悠投资者进场托底的歪

心。分辨清楚上述原因，对于投

资者选择标的颇为重要。

增持计划

苦等9个月竟成空

上交所9日披露信息显示，

2017年12月7日江泉实业发布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股份

的公告，称大生生物一方计划于

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

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

元，不设价格区间。

受这一消息影响，公司股价

连续3个交易日上涨。然而，经过

数月等待后，投资者看到的这一

增持计划却没有丝毫实质性进

展，反而是一拖再拖。

2018年3月8日，江泉实业公告

称，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

15个交易日，前述增持计划期限

顺延至2018年6月29日。2018年8月

10日，江泉实业称，因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因素，前述增持计划期

限顺延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

江泉实业多次发布增持计划进展

公告显示，控股股东均未实际实

施增持。

2018年9月15日，江泉实业发

布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称，截

至增持计划到期日，大生农业未

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主要原因系

大生农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后续也将不再继续实施本次增持

计划。

从发布增持计划，到公告增

持计划不再继续实施，江泉实业

股价9元/股(复权价)附近跌落至3

元/股(复权)附近。如果投资者看

到增持公告买入江泉实业的股份

而没有卖出，那么其亏损幅度约

高达67%。

上交所也表示，股东增持计

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

影响。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大生

农业应审慎确定增持计划，并严

格按照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增

持。但大生农业披露金额较大的

增持计划却未予实施，期间增持

金额为0元，违反其向市场作出的

公开承诺，可能对投资者决策造

成重大误导。

公司业绩直线下滑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大生

农业没能拿出真金白银来启动增

持计划，主要原因是债务问题。

据悉，2018年4月至7月，大生

农业主要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

导致其无法实施增持计划，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也先后被多轮

冻结。截至今年6月11日，大生农

业所持江泉实业的全部6566 . 71万

股股票(占总股本13 . 37%)已全部被

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然而，公司在2018年3月、4月、5

月和6月披露的增持计划进展公告

中，仅提示了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

变化可能导致增持计划延期或无

法实施的风险，但均未提及因控

股股东资金冻结而可能无法完成

增持计划的风险，也未及时披露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的

事项。直至2018年7月，江泉实业

在披露原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

公告后，才在增持计划进展公告

中首次披露了上述风险。

对此，中诚顾问投资分析师王

瑞鑫表示，投资者需要注意到上市

公司发布增持公告后的异常，从

而判断股东增持是看好公司前景

的真心之举，还是为了挽回股价

下跌而做出的“虚情假意”。

值得关注的是，江泉实业自

2018年以来披露的业绩直线下滑，

其2017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258 . 52万

元，同比下降71 . 75%；2018年公司

归母净利润亏损1 . 72亿元，同比大

降1466 . 47%；今年一季度公司净利

润又亏损了4006 . 68万元。这些糟

糕的表现，也为大生农业未能兑

现的增持承诺做了充分的注解。

江泉实业情况并非个例

实际上，江泉实业这一情况并

非个例，近期还有一家公司出现了

高管增持计划未兑现的情况。

据悉，2018年8月8日，太安堂

(002433)公告称，管理层对公司聚

焦主业的战略调整和公司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部分董事、高管及

核心团队人员提出增持公司股票

计划。按照当时的增持计划，公

告后6个月内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3000万元。

谁知，公告发布后，增持一直

没有动作。直到2019年1月，太安堂

宣布，由于有效时间较短、增持人

员筹资渠道受限等原因，增持计划

延长6个月至2019年8月8日。而到了

7月23日，太安堂再次表示，公司部

分拟增持人员暂未增持公司股

票，并将终止该增持计划。

有投资者对经济导报记者表

示，他没有等到太安堂高管增持

计划落地，反而等来了公司大股

东太安堂集团减持的消息，令他

颇受打击。资料显示，今年4月16

日至7月15日，太安堂集团有12个

交易日减持太安堂股票，对应套

现参考市值为1 . 27亿元。

当然，这样让人产生“信任

危机”的举动，也令太安堂遭到

投资者“用脚投票”，公司股价

自去年8月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

其4 . 31元/股的现价距历史最低价

(4元/股)只有一步之遥。

江泉实业2亿增持“虚晃一枪”
投资者对“增持”利好要睁大眼

证监会对3宗信息披露

违法案件进行处罚

据新华社电 近日，证监

会依法对美丽生态违法违规案

等3宗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作出

行政处罚。

证监会依法对美丽生态、

八达园林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贾明

辉、王仁年等5人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20万元至30万元不

等的罚款，对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支佐、单军等10人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相应金额的罚

款。上述案件中，美丽生态重

大资产重组文件中的披露存在

误导性陈述，对相关项目终止

的重大事件披露存在重大遗

漏，并且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

记载。 (刘慧)

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2 . 8%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 . 8%，涨幅比

上月扩大0 . 1个百分点。

当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

上涨6 . 7%，影响CPI上涨约

1 . 95个百分点。其中，鲜果价

格上涨39 . 1%，影响CPI上涨约

0 . 63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上

涨18 . 2%，影响CPI上涨约0 . 75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27%，

影响CP I上涨约 0 . 5 9个百分

点)；鸡蛋价格上涨11 . 4%，禽

肉类价格上涨7 . 6%，鲜菜价格

上涨5 . 2%。 (陈炜伟)

7月快递业务量

增长28 . 7%

导报讯 国家邮政局最新

统计数字显示，7月快递业务

量完成52 . 5亿件，同比增长

28 . 7%；快递业务收入完成605

亿元，同比增长25 . 6%。

其中：东部的广东、浙

江、江苏三省快递业务量增速

均超过3 0%，中部安徽、河

南、湖南、江西4省快递业务

量增速均超过35%，成为行业

增长的亮点。 (婉婷)

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

出货量下降6 . 1%

导报讯 数据公司IDC日

前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显

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智能

手机市场出货量约9790万台，

同比下降6 . 1%；2019年上半年

整体出货量约1 . 8亿台，同比

下滑5 . 4%。

中国市场今年第一季度出

货量前 5位的品牌是华为、

vivo、OPPO，小米和苹果。

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华为，

其他4家厂商均降低了2019年

第二季度的出货量。(林北辰)

国网山东电科院：

完成特高压枣庄站
GIS第一阶段交接试验

导报讯 日前，国网山东电科院

技术人员圆满完成了特高压枣庄站

1100千伏GIS第一阶段交接试验。

特高压枣庄站1100千伏GIS第

一阶段交接试验正值酷暑高温天

气，为保证特高压枣庄站1100千

伏GIS第一阶段交接试验的顺利推

进，该院技术人员坚守工作岗位，

冒着酷暑，克服多种困难，密切

配合，圆满完成了特高压枣庄站

1100千伏GIS第一阶段交接试验，

为特高压工程顺利完工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汪鹏 孙承海)

导报讯(记者 时超)12日，隆

基机械(002363)发布公告称，公司

拟大幅缩减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的投

资规模，同时将“省下”的钱投入一

个新项目。受访券商人士表示，募

投项目的相关调整或影响公司今

年业绩预期，投资者应有所关注。

据悉，公司此前定增募资净

额为3 . 28亿元，原计划投资高端

制动盘改扩建、汽车制动系统检

测中心两个项目。其中，高端制

动盘改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6 . 03亿元，使用募集资金投资2 . 58

亿元；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

目原计划投资总额7293万元，使

用募集资金7013 . 14万元。

然而，隆基机械此次公告中

称，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

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投资

于“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的募

集资金金额进行缩减，缩减后原

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 1 . 0 8亿

元，较之前计划金额减少58%。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端制动

盘改扩建项目的总投资规模也明

显缩水，由之前的6 . 03亿元降至

1 . 08亿元，降幅高达82%。

对于为何大幅缩减这一项目

的原因，隆基机械公告中并未详

述，不过公司表示，“省下”的

钱会被用到一个新的项目中。

据悉，新项目名为“汽车轻

量 化 底 盘 数 字 化 车 间 改 造 项

目”，项目总投资为1 . 57亿元，

建设期为18个月，该项目将占用

公司募集资金1 . 5亿元。

公司表示，新项目建设符合

国家相关节能降耗、安全环保和

低碳的要求，促进公司向智能制

造转型升级，有助于提高铸造产

品质量及效率，对公司扩大市场

份额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新项

目达产后预计新增实现销售收入

3 . 6 7亿元、利润总额4 7 9 2 . 8 9万

元、净利润3988 . 96万元，投资回

收期4 . 23年(含建设期)。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在

调整募投项目资金布局情况同时，

还调整了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

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目的时

间进度。这两个项目原计划达到预

计可使用状态时间都为2019年6

月，而现在已经被延长至2020年3

月。有受访券商人士表示，这意味

着两个项目今年都无法为公司带

来营收业绩，需引起投资者注意。

隆基机械调整定增募资用途
“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投资规模缩水近8成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此前一

直 在 “ 卖 卖 卖 ” 的 新 华 医 疗

(600587)，又准备“买”了。

10日，新华医疗公告称，公司

拟以2 . 65亿元的价格收购山东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淄博弘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76 . 12%

股权，其主要业务为以自有资金对

医疗器械、医疗服务行业投资。

资料显示，淄博弘新成立于

2016年7月8日，注册资本为3 . 09亿

元，其中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2 . 36亿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76 . 12%；新华医疗出资7387 . 50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3 . 88%。截至

目前，淄博弘新主要投资了上海辰

韦仲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安徽新

华宜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武汉方

泰医院有限公司、唐山弘新医院有

限公司等公司，下属子公司主要围

绕骨科医院、肾脏病专科医院(包

括血液透析中心)、血液透析设备

及耗材营销等开展业务。

此次收购完成后，淄博弘新将

成为新华医疗的全资子公司，其注

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保持不变。

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2017

年、2018年、2019年1至5月，淄博

弘新净利润分别为221 . 57万元、-

3 5 . 0 5万元、 4 0 9 5 . 8 1万元和 -

4339 . 68万元。对此，新华医疗表

示，2019年1-5月份，淄博弘新净

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为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3988 . 01万元。

对于收购目的，新华医疗表

示，公司自2012年开始进入医疗

服务行业，重点布局了血液透析

服务和骨科服务，致力于实现从

上游产品及耗材的设计研发和生

产制造，到下游的专科医院以及

耗材营销等产业链的建立。“公

司此次收购淄博弘新股权有利于

扩展公司医疗服务板块，有利于

公司实现骨科和血液透析产业链

的协同和规模效应。”

新华医疗又要出手购买资产了
拟2 . 65亿元购淄博弘新76 . 12%股权

据新华社电 上周，国际

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下挫。

此轮油价下降原因有多

重。首先，贸易关系的不确定

性急升对原油需求产生重大

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看衰情

绪严重，原油需求下降的担

忧加剧，油价承受巨大下行压

力。其次，美联储自2008年底

以来首次降息，美元受此提振

快速走高，令油价下行空间加

大。再次，美国EIA原油库存

意外增长，库存变化值在连续

7周下滑后出现增长，并创下6

月7日当周以来新高。利空因

素接踵而至，原油期货价格一

度连跌。

本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仍存震荡下探可能，变化率负

向区间加深，零售价预计下调

幅度增大，消息方面依然利

空。同时，随着山东地炼开工

率大幅攀升，汽柴油资源供应

相对增加。尽管近期北方地区

气温有所下降，但降雨天气明

显增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户

外终端用油单位的开工负荷，

柴油需求相对减少；车用空调

则随着气温降低开启频率下

降，加上暂无节假日利好支

撑，汽油市场刚需为主。近期

山东地炼出货压力上升，汽柴

油价格承压下滑，主营单位外

采成本随之降低。另外，步入

8月中旬，主营单位销售压力

渐显。

整体而言，短期内利空因

素主导市场，预计本周国内汽柴

油市场行情继续承压下探，市

场交投气氛清淡难改。(姜娜)

上市公司大股

东增持背后，应该

是对公司业绩提升

的信心，而不是忽

悠投资者进场托底

的歪心，这对于投

资者选择标的颇为

重要

利空主导

汽柴油行情继续承压 受访券商人士表示，募投项目的相关调整或影响

公司今年业绩预期，投资者应有所关注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山大

华特(000915)10日在公告中透

露，子公司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将拆除用于学生住宿的原有

活动板房和砖瓦平房，并在

原址建设新的学生宿舍楼等建

筑物。

卧龙学校位于山东省沂南

县城，主要从事初高中阶段的

学生教育。注册资本为8974 . 67

万元，公司持有其81 . 85%的股

权，沂南县教育体育局持有

18 . 15%的股权。截至2019年6

月30日，学校总资产2 . 6 8亿

元，总负债5340 . 78万元，所

有者权益2 . 15亿元。2019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 . 03亿元，

净利润1462 . 77万元。

根据公告，山东华特董事

会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关于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处置部分固

定资产的议据当地政府的要

求，原有的平房和活动板房须

在一定期限内改建成楼房。为

此，卧龙学校须拆除原有活动

板房和砖瓦平房，并在原址建

设新的学生宿舍楼等建筑物。

拆除旧房涉及固定资产报

废处理，两项资产处置共产生

损失192 . 83万元。该项固定资

产处置净损失192 . 83万元计入

营业外支出项目，减少了卧龙

学校 2 0 1 9 年上半年净利润

192 . 83万元，相应减少了上市

公司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57 . 83万元。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处置部分固定资产

E 资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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