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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内其他重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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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成交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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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股票昨日涨跌一览
上涨：2316家
占比65%

平盘：504家
占比14%

下跌：760家
占比21%

全球重要指数一览（截至北京时间昨日2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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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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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台湾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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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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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泰电气退市开庭启示录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刘凤茹）

12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北京高院”）审理欣泰电气状告证
监会二审开庭受到市场关注。证监会主
席助理黄炜出庭应诉，黄炜在庭审中表
态，对欺诈发行绝不姑息。在业内律师
看来，欣泰电气“翻盘”的可能性很小。
12月19日上午9时半，北京高院开
庭审理欣泰电气欺诈发行、虚假披露
证券处罚上诉案。证监会党委委员、主
席助理黄炜代表被上诉方亲自出庭应
诉，这也是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首次
出庭应诉。
欣泰电气和证监会之所以对簿公
堂，缘于欣泰电气欺诈发行被强制退
市。回溯欣泰电气状告证监会的上诉
案情，2011年11月，欣泰电气向证监会
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申请，2014年1月3日，欣泰电气取得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丹东欣泰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批复》。
不过，为了实现发行上市的目的，
欣泰电气在IPO的申请文件中弄虚作
假。证监会认定欣泰电气通过外部借
款、使用自有资金或伪造银行单据的
方式虚构应收账款的收回，在年末、半
年末等会计期末冲减应收款项，致使
在向证监会报送的IPO申请文件中相
关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欣泰电气

L

将包含虚假财务数据的IPO申请文件
报送证监会并获得证监会核准的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十三条和第二
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八十九条所述“发行人不符合发
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的
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温德乙、
刘明胜。
2013年12月-2014年12月，欣泰
电气在上市后继续通过上述方式进
行财务造假，导致其披露的相关年度
和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
载。2016年7月证监会做出处罚决定，
对欣泰电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以832万元罚款；对实际控制人温德
乙给予警告，处以892万元罚款，并采
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此外相关责任

人也被处罚。
由于欣泰电气不服证监会处罚决
定及复议决定，于2017年1月向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5月4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证监
会胜诉。在一审判决败诉后，欣泰电气
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据了解，欣泰电气诉证监会案二
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
是关于欣泰电气的违法行为是否符合
《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发行构成要件；二是关于证监会对相
关财务数据造假的认定，是否应当以
司法鉴定部门或者专业审计部门的意
见作为依据；三是关于欣泰电气是否
存在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本
案处理是否存在畸轻畸重。

而欣泰电气的诉讼代理人与证监会
的诉讼代理人就上述三个争议问题进行
激辩后，北京高院并未对该案件进行当
庭宣判。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
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证监会披露的处罚决定书事实来看，事
实比较清楚，使用的法律也是妥当的，因
此欣泰电气胜诉可能性比较小。
黄炜在庭审中重申并强调，欺诈发
行是证券市场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严
重侵蚀证券市场的运行基础，中国证监
会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
职责，全面贯彻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工
作方针，切实加强对证券发行的全流
程、全方位监管，对发现的欺诈发行行
为坚决依法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需要指出的是，因欺诈发行，欣泰
电气已被强制退市。而根据相关规定，
欣泰电气无法重新上市。著名经济学家
宋清辉认为，从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出
庭的一番表态，可见监管部门净化资本
市场的决心，决心要让A股市场逐渐成
为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宋清
辉表示，欣泰电气被强制退市是股市健
康发展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股市进入
健康资本市场的关键一步。
针对二审的判决结果等相关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欣泰电气方
面进行采访，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
方电话一直未有人接听。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欣泰电气案折射保护投资者之殇
周科竞

·股市聚焦·

莎普爱思 实控人拟增持
莎普爱思12月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德康拟在未来6个月内增持不低于
1000万元，不高于2000万元。此外，持有公司10.16%股
份的股东王泉平原本拟减持不超2.68%股份，自9月19日
披露减持股份计划后，未减持莎普爱思股份。王泉平决
定于12月19日终止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雷鸣科化 拟购淮矿股份
雷鸣科化12月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西部民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淮矿股份100%股份。定增发行价格为11.38元/ 股，
交易价格为203.3亿元。据了解，淮矿股份主营业务为
煤炭采掘、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等业务。雷鸣科化股票将于12月20日起复牌交易。

达华智能 拟出售子公司股权
达华智能12月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目前筹
划的重大事项涉及出售子公司股权，该子公司属于金
融行业，该事项预计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目前该股权出售事项处于洽谈阶段，交易方式为现
金。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苏州科达 拟推771万股股权激励
苏州科达12月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
851名激励对象授予771.13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的3.08%。授予价格为17.1元/ 股，为公告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其中，业绩
考核条件为以2016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2020年的
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00%、150%和200%。公司
股票将于12月20日复牌。

吉艾科技 中标不良资产债权
吉艾科技12月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新疆吉创近期参与了国内某大型国有金融
机构地方分公司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转让的以无
锡商业地产抵押的不良资产债权标的。近日已收到
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为3.25亿元，占公司2016年
营业收入的136.08%。

上海医药 转让上海华氏资产股权
上海医药12月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上药控股、华氏大药房共同向控股股东
上药集团转让合计持有的上海华氏资产100%股
权，转让对价为2.18亿元。预计公司从转让华氏资产
100%股权中获得的收益约为3997万元。
栏目主持：马换换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不管是欣泰电气、乐视网还是雅百特，公司层面
的问题最终都是投资者买单，欣泰电气案中大股东承
诺的回购股票无法兑现，投资者权益无从保护。
欣泰电气案二审显然是上市公司的苟延残喘，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欣泰电气还能翻案，本栏也无意
评价欣泰电气是否欺诈上市，强制退市的处罚是否
合适。本栏想问的是，大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
诺是否还有效力，看着这一承诺买入欣泰电气股票
的投资者是否还能被救赎。
欣泰电气涉及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时点是从
复牌开始的，按道理说，这段时间的复牌毫无意义，
让散户张三去接散户李四的盘，最后还是散户投资
者倒霉。此时最应该做的事情是要求大股东履行回
购股票的承诺，没钱就变卖持股，还不够就让保荐机
构兴业证券垫付。总之，全部欣泰电气流通股都应该

被收回，而不是继续在市场流通，祸害其他投资者，
这一点可以参照国家处理假冒伪劣产品的做法。
很遗憾，欣泰电气复牌了，李四把股票卖给了
张三， 然后兴业证券的先行赔付只是赔付李四买
股票价格减去卖给张三价格之间的差价， 结果就
是张三和兴业证券一起赔偿了李四。 虽然说张三
自己买入欣泰电气股票应该买者自负， 但是张三
是抱着大股东会回购股票的预期接盘的， 客观上
张三解救了兴业证券， 但是大股东压根儿就没打
算履行回购承诺。
如果换成食品安全的问题， 假如某黑窝点用
腐败的猪肉生产了香肠， 并卖给了不知情的消费
者，消费者尚未食用，生产者被有关部门查处，那
么是应该让生产者赔偿消费者购买香肠的款项，
还是应该让消费者把香肠折价卖给其他人， 然后

龙力生物债务违约风险收关注函
北京商报讯（记者 彭梦飞）在没有任何征兆的
情况下，龙力生物（002604）突然出现债务危机，
公司多个账户遭到冻结，与此同时，深交所12月19
日向公司发来关注函表示高度关注，要求龙力生
物解释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链紧张风险。
12月19日，深交所向龙力生物发来关注函，主
要针对的是公司12月18日晚间公告的债务违约风
险，据深交所关注函显示，2017年12月18日晚间，
龙力生物披露公告称，公司因流动资金需求于2016
年11月10日与中海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
第一期借款13759万元已在2017年12月7日到期，
截至目前，公司未清偿贷款，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
同时，龙力生物4个银行合计8个账户被冻结，深交
所对此高度关注。
深交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诸如，公司已被银行冻
结账户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是否为公司的基
本往来账户、是否为公司主要账户、被银行冻结的
具体时间等。因为一旦牵涉到公司主要账户被冻
结，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3.1
条第（二）款的规定，龙力生物股票存在可能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此次出现的债务违约金额约为1.38亿元，违约
时间发生在2017年12月7日。不过根据龙力生物披
露的三季报，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
余额为9.36亿元，显示还很充足，为何在三季度货
币资金还很充足的情况下，四季度就还不上1.38亿
元的债务了呢？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前
述资金在四季度的具体使用情况，是否存在资金被
违规占用的情形。
据龙力生物公告，公司因流动资金需求，在
2016年11月10日与中海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
同》，贷款金额不超过3亿元，实际借款2.27亿元。但
是查看公司过往公告，公司并没有对此贷款合同用

临时公告给予披露。
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对与此次事项相关的信
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说明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合
法合规，是否存在重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补充披露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针对上述事项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此次债务危机银行账户遭冻结对于龙力生物
来说无疑是个利空。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9月6日，
龙力生物董监高成员集体公布了减持计划。
龙力生物公告称，公司于9月5日收到公司董事
兼副总经理孔令军、董事尹吉增、副总经理肖林、监
事会主席王燕、监事刘立存《关于计划减持龙力生
物股份的通知》。5位董监高成员拟减持所持有公司
部分股份，拟减持数量合计49.16万股。
这5位董监高成员最终是否进行了减持目前尚
不得而知，公司还没有发布减持进展公告。
龙力生物因拟筹划资产收购重大事项，股票已
在2017年11月28日开市起停牌，所以此次债务违
约利空目前对公司股价的影响还没有体现。
公司已经确定此次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对于此次债务违约事件是否会波及到公司的收
购资产重组，龙力生物公告并没有明确表态，公司
只是公告称，“公司生产经营正常。部分银行账户冻
结，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公司正
积极与对方进行沟通，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力争妥
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银行账户被冻事项”。
龙力生物目前的主营业务主要分两部分，首先
为大健康产业，该业务为以玉米芯、玉米为原料，采
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生产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等
产品，并循环利用功能糖生产中产生的玉米芯废渣
生产第2代燃料乙醇等新能源产品。
除了大健康产业外，公司主营业务还拓展到了
互联网产业，主要包括数字营销和数字发行。

让生产者赔偿差价？所以本栏认为，大股东和保荐
机构拒绝履行回购承诺，改为先行赔付，是非常缺
乏社会责任的表现， 这与把劣质香肠变现并无区
别，而接盘的张三成了最终受害者。
什么是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大股东和保荐机
构明知欣泰电气股票存在问题， 已经被证监会处
罚，却还要让股票复牌并卖给散户张三，这显然就
是知假卖假的行为，虽然张三也是知假买假，但是
张三却拿着厂家的退货承诺，所以本栏说，在张三
和大股东之间还差了一个回购。
大股东说自己没钱，但是大股东有股票。虽然
说现在欣泰电气股票也不值什么钱，但毕竟每股
也能卖1元多钱， 本栏认为大股东持股应该全部
注销，以提高其他投资者的持股含金量，作为对散
户张三们的补偿。

深桑达A子公司
业务交易方涉合同诈骗

深桑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高萍）12月19日，
达A（000032）发布公告称，公司子公司业务交易方
涉嫌合同诈骗，对于公司的损失正在评估中。受此
影响，当日深桑达A股价下挫，盘中最低价创下今年
以来股价新低。
年关将至，深桑达A却遭遇“黑天鹅”事件。12月
19日，深桑达A披露了一则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神彩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彩物流”）就不锈
钢业务交易对方涉嫌合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
告，将子公司遭遇“踩雷”事件暴露于投资者面前。
具体来看，深桑达A在开展库存和应收账款
专项治理工作和年底库存盘点工作中，发现全资
子公司神彩物流与无锡集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鑫辉行不锈钢有限公司、深圳市泓亚供应链
有限公司、无锡众佰物资有限公司等开展的不锈
钢钢材供应链业务中，交易对方存在合同诈骗，
库存钢材经第三方初步鉴定为假冒产品。由此，
神彩物流在12月18日向无锡市公安局经济案件
侦查支队报案。深桑达A称，无锡公安局经侦支队
已接警，但尚未通知正式立案。
公告显示，目前上述业务形成的库存钢材
3139.04吨，存货合同金额10600万元，神彩物流付
出的货款总额8763万元。深桑达A在公告中表示，
上述钢材均为假冒产品，实际价值较合同约定价值
差异巨大，公司已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正式鉴定，具
体损失金额正在评估过程中。另外，深桑达A称，本
次报案刚获受理，尚未进入侦察、公诉等程序。公司
将组织审计、财务、内控等部门对公司及各子公司
进行专项自查，重点核查业务流程中供应商筛选、
回款管理等关键环节。
12月19月，深桑达A低开4.04%，截至收盘，公
司股价报收10.42元/ 股，下跌2.07%。盘中最低价
9.96元/ 股，创下今年以来股价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