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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换手率排名

哈空调控股股东再谋“让位”

在控股股东终止筹划控制权转让
不足两月之后，哈空调（600202）发布
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拟再度启动股
权转让事项，这也意味着公司的“易
主”计划又被提上日程。值得一提的
是，哈空调控股股东此举与公司业绩
持续承压不无关系。

晶华新材

26.01元

65.58%

股价异动牵出“易主”预期

德生科技

39.36元

64.31%

川恒股份

29.38元

63.48%

哈空调一则股价异动公告牵出公
司控股股东拟启动股权转让的事项。
1月17日，哈空调发布公告称，公司
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自查，并向
公司控股股东发函问询，控股股东拟启
动转让所持哈空调股份事项。哈空调具
体介绍称，公司控股股东拟启动的转让
股权事项涉及控制权变动。不过，哈空调
补充道，目前控股股东拟启动转让股权
事项尚无具体洽谈对象，该事项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交易行情显示，哈空调近几个月在
二级市场上的整体走势处于低迷状态，
甚至在2017年12月26日盘中出现5.88
元/ 股的价格，而此价格也创下哈空调
2017年以来股价新低。值得一提的是，
在1月12日哈空调股价一改此前下行态
势，在当日收涨4.26%。之后哈空调连续
在1月15日、1月16日斩获两个涨停板。
通过统计可见，在1月12日-16日连续3
个交易日内，哈空调累计上涨幅度达到
26.19%。而从消息面上来看，哈空调并
未发布重大利好消息。
针对公司控股股东拟启动股权转
让事项的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
电哈空调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
工作人员表示公司不接受采访。
根据上交所披露的公开交易信息
显示，在1月15日、1月16日，哈空调遭
到各路营业部的大笔买入。诸如，在1
月16日，处于买一席位的财通证券温
岭中华路证券营业部在当日累计买入
哈空调约1556.9万元。著名经济学家宋
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控制权转让预期往
往利好上市公司股价。
值得一提的是，1月17日，在公布控
股股东拟启动股权转让事项后，公司股

上市公司成交量排名
中国平安

77.34元

中信证券

20.94元

110亿元
105亿元

京东方A

6.36元

96.1亿元

资金流向（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220亿元）

沪市

深市

创业板

净流出

净流出

净流出

84亿元

136亿元

5亿元

两市股票昨日涨跌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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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指数一览（截至北京时间昨日23时）
道·琼斯

25792.86

-0.04%

纳斯达克

7223.69

-0.51%

标准普尔

2776.42

-0.35%

恒生指数

31983.41

0.25%

台湾加权

11004.8

0.17%

日经指数

23868.34

-0.35%

·股市聚焦·

千山药机 实控人终止股权转让
千山药机1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因公司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按
照相关规定，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实控人不能
进行股权转让，故刘祥华等8名实控人决定终止筹划
本次控股权转让事宜。公司1月18日开市起复牌。

康欣新材 继续停牌一天
康欣新材1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
签订重大合同，因合同金额较大，涉及待确认事项及条
款繁多，公司股票将于1月18日继续停牌一天。

步森股份 控股股东暂缓并购计划
步森股份1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根据控股股
东提供的说明，控股股东将暂缓并购计划的推进，将
部分融资资金用来追加保证金，以确保质押股份不存
在平仓风险。另外，若出现委托投票权对应的股权被
处置等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情况，控股股东及实控
人将实施增持计划，维持对公司的控制权。

柳钢股份 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柳钢股份1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决定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将于1月18日复牌。不排除
未来通过并购等方式丰富公司产品结构，降低公司风
险，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网宿科技 2017年净利预降
网宿科技1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2017年度业
绩预计盈利7.5亿-8.5亿元，同比下降32.02%-40.02%。
从2017年全年来看，受到流媒体分发等大流量业务市
场价格降低的影响，公司毛利率同比下降；同时，因公
司加强海外CDN、托管云等项目建设，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公司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中元股份 今日起停牌核查
中元股份1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1月17日股
价涨停，因市场对公司涉及区块链概念较为关注，公司
申请股票自1月18日起停牌核查有关事项。待上述事项
核查完毕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核查情况公告并复牌。

南华生物 控股权变更未取得进展
南华生物1月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因可能发生
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1月4
日下午开市起停牌。公司经与控股股东沟通，有关事
项未取得进展，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公告。公司股票
将于1月18日起复牌。
栏目主持：马换换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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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空调近几年净利润情况一览
-18100万元

价高开低走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交易
行情显示，1月17日，公司股价高开8.3%，
随后呈现震荡下行走势，截至收盘，哈空
调报收7.46元/股，下跌3.24%。
此前曾筹划股权转让

实际上，这并非是哈空调控股股东
首次计划进行股权转让。早在2016年，
公司控股股东就曾筹划过股权转让事
项，不过以失败告终。
回溯哈空调历史公告可知，由于
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团”）筹划涉
及公司控制权变动相关事项，哈空调
于2016年12月30日下午紧急停牌。随
后，哈空调表示，公司控股股东拟通过
公开征集股份受让方的方式觅得接盘
方。2017年1月17日，哈空调公告称，工
投集团拟采用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
所持哈空调约9583.5万股股份，占哈
空调总股本的25%。而截至2016年9
月30日，哈空调的控股股东工投集团
共持有哈空调约34.03%的股份。如果
转让完成，工投集团仍将持有哈空调
9.03%的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工投集团在公开
征集拟受让方的基本条件中还包括业
绩对赌内容，诸如“控股权转让后，受
让控股权的拟受让方应确保上市公司
2017-2019年空调主业实现营业收入
累计不少于20亿元、净利润累计不少于
0.6亿元，并与工投集团签订业绩对赌协
议（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业绩，差额部
分由受让控股权的拟受让方补偿给工
投集团）”。对于业绩对赌的设置，哈空
调在回复交易所相关问询时曾表示，
工投集团的目的在于引进确有能力将
哈空调做大做强的受让方，将哈空调

做大做强。在经过几个月的征集之后，
最终，在2017年7月28日，哈空调收到
工投集团通知，确定中标方为杭州锦
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锦江
集团”）。
然而，时隔4个月之后，哈空调的
“易主”事项却最终未能成行。2017年11
月27日哈空调披露公告表示，在后续的
协商中，由于杭州锦江集团未能按照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
让项目招标文件》约定的股权转让相关
条款和投标承诺的相关事项与工投集
团达成一致，工投集团终止此次哈空调
股权转让事项。
哈空调业绩持续承压

在业内人士看来，哈空调控股股
东工投集团选择退出或许也是出于无
奈。数据显示，哈空调近几年的经营业
绩并不理想。
资料显示，哈空调的主营业务为
各种高、中、低压空冷器的设计、制造
和销售。近年来，电站产品及石化市场
日益萎缩，哈空调现有产品也面临异
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此影响，哈空调
近年来经营业绩不断下滑，2014年、
2015年、2016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
别约为2255.45万元、1394.87万元和
-1.81亿元。同期，哈空调实现的扣非后
归属净利润则分别约为1247.59万元、
-5343.62万元、-1.95亿元。在2017年
上半年，哈空调实现的归属净利润虽
同比有所好转，不过仍未改变亏损的
命运，亏损额约为3358.84万元。2017
年前三季度，哈空调实现的归属净利
润则亏损约4070万元。在去年控股股
东筹划股权转让之时，对于控股股东
股份转让的原因，交易所曾发问询函

予以关注。在回复函中，哈空调就表
示，公司经营业绩十分不理想。工投集
团作为哈空调的控股股东，决定转让
哈空调股权，实现引进新的控股方，有
利于将哈空调壮大发展的目的。
在业绩持续承压的背景之下，公司股
价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东
方财富统计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哈
空调股价累计跌幅达到38.35%。
未来发展受关注

在宋清辉看来，公司控股股东此
次控股权转让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能否成行也是未知数。在业绩承
压之下，哈空调未来发展如何将备受
市场关注。
哈空调公布的2017年三季报显示，
公司对于全年业绩预计实现情况并不
乐观，哈空调预计2017年可能亏损。需
要指出的是，哈空调在2016年已经亏
损，若2017年不能扭亏，根据相关规则，
在披露2017年年报后公司将遭遇退市
风险警示，也就是说哈空调将在2018年
为保壳而战。
“在此情况下，投资者会关注若新股
东入主后如何进行重组整合。”宋清辉如
是说。另外，宋清辉表示，在上述业绩承
压背景下，公司若迎来新的控股股东，将
会给公司发展带来一定预期。
实际上，为改善公司业绩，哈空调
也曾采取措施谋求“自救”。2017年12
月1日，哈空调公告称，公司拟转让王
岗厂区资产，以不低于该资产评估价
值7454.32万元的价格，在产权交易中
心公开挂牌转让。另外，公司全资子公
司哈尔滨天功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拟转让资产，以不低于该资产评估价
值632.94万元的价格，在产权交易中心
公开挂牌转让。对于出售资产的目的，
哈空调表示，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盘
活闲置资产、补充流动资金。同日，哈
空调公告称，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参
股公司上海浦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以不低于该资产净资产评
估价值5278.23万元的价格，在产权交
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高萍/文
王飞/制表

老周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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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复牌切忌盲目抄底
周科竞

据媒体报道，乐视网（300104）将于近期复牌，
按照现在基金普遍的估值3.92元/股计算， 预计将
有13个跌停板。本栏认为投资者切忌抄底，乐视网
已经面临“油尽灯枯”，盲目抄底恐深套，投资性价
比极不划算。
乐视网如果复牌，合理的估值是多少？投资
者不能简单地看其每股净资产3.13元，因为净资产
值只能说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价值，而非真
正能够变现的价值。如果投资者认为乐视网净资
产值将能对股价构成一定的支撑，这也仅仅是心
理层面，因为除非有人肯全面收购乐视网，否则
这个净资产值基本没什么意义。
按道理说，孙宏斌应该是拯救乐视网的最佳
人选， 但是从孙宏斌的一系列资本运作方式来
看，他更像是在拯救乐视的业务，而非乐视网这

家公司。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大肘子，第一
个人先把瘦肉 挑 着 吃 了 ，第 二 个 人 把 肉 皮 挑 着
吃了，剩下的就是一大堆白花花的肥肉，这些
肥 肉 能 有 多 大 价 值 ？恐 怕 是 一 个 大 肘子中最不
值钱的部分。
乐视网最大的问题在于欠债太多， 谁要是收
购了乐视网这家公司， 如何妥善解决债务纠纷就
是一大难题。与其这样，还不如将优质资产择优注
入新乐视， 然后让乐视网变成一家可以有资格和
债权人谈判的公司， 这可能是惟一拯救乐视网的
办法。
在一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中， 诸葛亮把自己
独自留在空城中，才有资格和司马懿谈判，如果把
自己换成其他任何人，司马懿都可以直接无视。只
有做到极致的无畏，才能逼迫对手让步。

乐视网也一样， 只要债权人还认为有人会拯
救公司，债权人就不肯同意减免债务，这样就会把
重组成本抬得过高。 只有让乐视网具备了破产清
算的可能，债权人才会同意让步，但这一过程一定
会异常惨烈，其中也必然包括股价的持续走低，公
司的业务也不宜用“空壳化”来形容，而是“油尽灯
枯”，只有这样，乐视网的“壳”才有可能在一大堆
债主同意债务重组的前提下重新激活。
本栏并不清楚基金给出乐视网3.92元/股估值
的依据是什么，但本栏相信，乐视网的股价绝不会
出现V型反转， 长期的低迷走势将是大概率事件，
在乐视网没有出现充分的重生迹象之前， 不会有
大资金冒极大的投资风险去抄底乐视网。 本栏建
议投资者，对于乐视网复牌后的走势，应保持观望
的态度，切不可盲目抄底。

北巴传媒与大股东续签议案遭小股东“搅局”
北京商报讯（记者 彭梦飞）市场再
现一例股东大会上小股东“搅局”事件。
北巴传媒（600386）1月17日的公告显
示，公司1月1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的
《关于与北京公交集团签订〈车身使用协
议〉的议案》遭到小股东否决。
据北巴传媒股东大会决议，当天共
审议了两项议案，分别为《关于修订〈北
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
议案》和《关于与北京公交集团签订〈车
身使用协议〉的议案》。第二项关于车身
使用协议的议案因为是关联议案，在大
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结果被289.6
万股的反对票否决了。之所以说这是一
次“搅局”，是因为该议案对于北巴传媒

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北巴传媒目前有两大主营，分别
为广告传媒业务和汽车服务业务。其
中广告传媒业务的开展前提就是要靠
和大股东北京公交集团签订的车身使
用协议。
北巴传媒广告传媒业务板块主要
经营北京公交集团所拥有的公交车
身、车载移动电视、车内小媒体、候车
亭灯箱和场站媒体等公交广告媒体及
相关传媒业务。北巴传媒此前在2007年
9月27日与北京公交集团签署了十年的
《车身使用协议》，这个协议在2017年12
月31日到期。
为保证公司主营车身媒体业务

的持续稳定开展，公司拟与北京公交
集团继续签署《车身使用协议》。按照
新的协议，北巴传媒应向北京公交集
团支付的使用期内的车身使用费总
计6.82亿元，不过可以分期付款，每年
付款10%，同时按4.9%的利率水平支
付资金占用费。
2017年12月29日，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并定于2018年1月16日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来以为一帆风顺，
结果却在股东大会上没有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管理层正在积极和股
东们沟通，尽最大努力达成一致意见，
之后会继续召开股东大会再次审议，
如果最终股东大会没有获得通过，公

司的广告传媒业务将很难开展。2017
年底到期后公司就没有再和大股东在
车身使用上签新的订单，目前看到的
公交车上新增的广告都是此前签的。”
北巴传媒董秘办工作人员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北巴传媒2016年年报可以看到，
广告传媒业务2016年带来的营业收入
为4.65亿元，汽车服务业务2016年带来
的营业收入为29.24亿元。虽然营业收入
占比不高，但是广告传媒业务2016年毛
利率高达77.74%，而汽车服务业务2016
年毛利率则只有10.67%。所以综合来看，
广告传媒业务对于北巴传媒来说是利润
的主要来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