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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内其他重要指数

上市公司掀股票回购热潮

华菱精工

27.48元

49.55%

在近期二级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
之下，面对股价下挫，一些上市公司也
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股价的稳定。除较为
普遍的大股东直接增持等操作外，A股
近期又掀起了一股上市公司实施股票
回购的热潮。业内人士认为，回购交易
往往集中在二级市场上，资金的流入将
对公司股价形成直接正向推动。

奥飞数据

61.2元

48.78%

多家公司密集发布回购计划

德美化工

7.58元

41.72%

三板做市收盘

深证成指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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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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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换手率排名

上市公司成交量排名
中国平安

64.96元

66.8亿元

贵州茅台

697.48元

44.7亿元

格力电器

51.51元

38.7亿元

资金流向（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7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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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股票昨日涨跌一览
上涨：2970家
占比82%

平盘：472家
占比13%

下跌：164家
占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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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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聚焦·

东阿阿胶 获华润医药投资增持
东阿阿胶2月1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华润医药投资2月9日买入139.63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21%，增持金额8349万元。本次增持完成
后，华润医药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487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86%。华润医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合计持有1.96亿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0%。

方大炭素 年报净利大增53倍
方大炭素2月1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2017年
营收为83.5亿元，同比增长249%；净利为36.2亿元，
同比增长5268%。基本每股收益2.11元。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9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股利33.99亿元，拟分配现金红利总额占当年净
利的93.88%。

龙大肉食 控股股东触及平仓线
龙大肉食2月1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受近期股票
市场下跌影响，公司股价波动较大，公司控股股东龙
大集团质押的股份已触及质押约定的平仓线，可能存
在平仓风险。公司股票2月13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
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奥飞娱乐 去年净利同比下降八成
奥飞娱乐2月1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2017年
营收为36.41亿元，同比增长8.36%；净利为8237万元，
同比下降83.47%。报告期业绩下降主要系公司去年四
季度上线的潮流玩具业务未达预期；公司海外影视业
务收缩调整及影视投资业务亏损。

獐子岛 对扇贝偏瘦未足够重视
獐子岛2月1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虽然监测
到相关指标异常情况，但在秋季存量抽测中，并未发
现存货异常。基于历史经验、抽测结果以及生产经营
数据，且在去年10-12月期间，饵料、水温等部分环境
指标有所改善，对虾夷扇贝偏瘦情况在11-12月未按
历史规律恢复未给予足够重视，未能预判到底播虾夷
扇贝存货可能发生重大异常。

中京电子 控股股东平仓风险解除
中京电子2月1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截至目前，控
股股东已通过补充质押及补充股份托管方式解除触
及平仓线的风险，公司股票自2月13日开市起复牌。据
悉，中京电子于2月8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
份触及平仓线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月8日开市
栏目主持：马换换
起停牌。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据悉，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
用现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该
公司发行在外的一定数额的股票的行
为。而单日内9家上市公司发布回购股
票计划的情形并不多见，不过这一幕
却在2月12日上演。
在2月12日，三峡新材、理工环科
等9家A股上市公司均发布公告，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以理工环科为例，公司于2018年2
月1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理工环科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不超过每股22元的价格，采用集中竞
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5亿元，不高
于3亿元，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假设用全额3亿
元以22元的股价进行回购，理工环科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1363万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3.42%，理工环科回购股
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
起不超过6个月。
劲嘉股份也是股票回购阵营中的
一员。据劲嘉股份2月12日披露的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显示，
公司拟通过深交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计划以自有
资金在不低于1亿元、不高于3亿元的资
金总额内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9.6元/ 股。
在业内人士看来，劲嘉股份拟实
施股票回购与近日公司股价在二级市
场表现低迷有关。交易行情显示，自2
月1日-9日，劲嘉股份的累积跌幅为
12.11%，2月9日劲嘉股份盘中股价创
出2017年以来的新低。
受股票回购消息的影响，劲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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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上市公司股票回购事项一览
公司名称

方案

回购目的

友阿股份

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票

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万里扬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不低于1000万股股份

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劲嘉股份

不低于1亿元、不高于3亿元资金进行股票回购

推动股票市场价格向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

奥瑞金

不超1.8 亿元资金回购股票

用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理工环科

不低于1.5亿元、不高于3亿元回购股票

用做股权激励计划或注销

在2月12日股价出现上涨。2月12日早盘
高开3.71%，劲嘉股份全天呈现震荡走
势，最终收于7.99元/ 股，涨幅为5.83%。
同作为股票回购概念股龙头的海兰信，
在2月7日披露回购并注销公司股份预
案后，公司股价曾出现连续逆势涨停的
情形。随后在2月8日、9日两个交易日海
兰信连续收获两个涨停板，2月12日海
兰信的涨幅超过5%。据东方财富统计
数据显示，自2月7日-12日，海兰信的累
计涨幅超四成。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股票市场及
部分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出现较大波
动，多家公司认为目前股价不能正确
反映公司价值。2月12日晚间，又有多
家公司公布回购股份方案。其中，国
盛金控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1
亿-5亿元股份，赛轮金宇拟回购1亿-3
亿元股份。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股价过低会
使人们对公司的信心下降，削弱公司出
售产品、开拓市场的能力，在此背景下，
上市公司拟实施股票回购有稳定公司
股价的作用。
回购目的各不相同

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结合公司发展
战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拟以自有
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予以
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在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上
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根本原因是公
司管理层认为股价远低于内在价值，
希望通过股份回购将被低估的价值信
息释放出来，从而稳定公司股价，增强
投资者持股信心。特别是在近期大盘
剧烈波动的背景下，上市公司选择通
过回购方式能够极大地维护股价的稳
定，提升公司品牌形象。上述投行人士
称，上市公司回购自家股份不仅能稳
定股价、增厚每股收益，还能优化资本
结构、强化控股权。
此外，股票回购也是上市公司作为
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重要途径。奥瑞金
表示，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
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
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核心人员
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
各方更紧密地合力推进公司的长远发
展，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公司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
宋清辉称，上市公司择机实施回购
的意图虽然不同，但总体上向市场传递
了公司股价被低估的信号，回购交易往
往集中在二级市场上，资金的流入将对
公司股价形成直接正向推动。上市公司
利用真金白银回购自家股份比高送转
要靠谱得多，效果也更明显。

由于各家上市公司的情况不同，因
此推行股票回购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诸如劲嘉股份在公告中称，公司
旨在通过制定股份回购计划，推动公
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
的合理回归，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
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提升每股
“护盘”的其他手段
收益水平。
除了股票回购外，重要股东增持
无独有偶，万里扬也称，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立足长期可 等诸多方式也被认为是上市公司维护

股价的“利器”。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上
市公司而言，无论是增持还是回购，最
直接的影响莫过于给市场“吃”下一颗
定心丸。
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2月以来，A
股共有25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司股
东增持的公告，这些重要股东不仅包
括上市公司高管，还有公司的实控人、
甚至实控人的亲属等。诸如，奥拓电子
2月10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接到吴卫文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涵渠之
妹）的通知，吴卫文于2018年2月2日、2
月7日、2月8日用个人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的方式购入公司股票200万股。
除上市公司股东等进行增持维稳
以外，上市公司董事长、实控人等兜底
式增持频现。例如，2月12日晚间，东方
海洋董事长发出增持倡议书并承诺兜
底。具体来看，东方海洋实控人、董事
长车轼倡议全体员工积极买入公司股
票。同时车轼承诺，凡在2018年2月13
日-28日期间在11.33元/ 股价格以下
买入公司股票，且连续持有12个月以上
并在职的员工，若因在前述期间买入公
司股票产生的亏损，由车轼以自有资金
予以全额补偿；若产生收益，则归员工
个人所有。
自2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0家上市
公司的实控人或者董事长发出兜底增
持倡议书，其中不乏承诺保底收益的。
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称，兜底式员工增持倡议实质是上市公
司大股东的护盘行为。投资者可以作为
投资参考，但却不是立刻买入的信号。
对于投资者而言还是要看投资标的的
基本面。
如果把股价的上涨寄希望于这种
做法也是不可持续的，大股东增持或
者是这种兜底式增持倡议不过只是一
种技术性的指标。“ 对于投资者而言，
可以作为自身投资中应该考虑的一部
分，不过投资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在充分考虑更密切的基本面基础上，
诸如公司的业绩等方面，再结合技术
面进行调整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首
创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剑辉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刘凤茹/文
王飞/制表

老周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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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互联网标签有些牵强
周科竞

富士康拟冲刺A股，还被冠以互联网概念，但
本栏始终觉得，富士康的互联网标签有些牵强，
实际的“含金量”可能并不高，从本质上讲还是应
该归于工业制造类企业。
拟冲击A股的富士康全名为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也确实有相关概念。但
是就目前来看，富士康的主营业务盈利来源主要
依靠的还是通信网络设备，其中通信网络设备高
精密机械构件更是公司最大的毛利贡献“功臣”。
根据富士康招股书，在2017年，公司的通信网络设
备业务毛利约为292.8亿元，占比82.8%。然而，作为
富士康最大的主营业务毛利来源，该项业务的毛
利率仅为13.65%，而且相较于2016年的15.88%出
现明显的下滑。

此外， 云服务设备是富士康的第二大主营业
务盈利来源， 在2017年贡献的主营业务毛利占比
15.84%，然而，该项业务的毛利率更低，报告期内
只有4.65%。相比之下，富士康的第三大主营业务
毛利来源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项目的毛利率水
平较高，在2017年达49.23%，但贡献的毛利占比很
小，仅为1.35%。
综合来看，富士康2015-2017年的毛利率分别
约为10.36%、10.55%和10.02%，从毛利率水平来看，富
士康与互联网行业公司有着较大的差距。
当然，互联网行业不能只看当前的利润，主要
还是看未来的发展，但是如果只是设备制造商，也
很难看到未来的发展空间。 投资者可以期待未来
富士康将有更多更好的高科技项目上马，但不应

忘记两点，一是富士康的强项是工业制造，二是富
士康的负债率已经超过80%。
所以本栏认为， 投资者看待富士康应本着保
守的原则，虽然富士康有着很强的盈利能力，但富
士康并非没有经营风险。 例如苹果手机这样的大
客户不一定永远和富士康合作， 并不排除大客户
选择印度、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加工制造的可能，
毕竟现在中国的人力成本并不便宜。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如果富士康能够顺利在A
股上市，目前尚看不到会破发的风险，可以积极参
与申购，但投资者切忌盲目追高，富士康更像是一
只工业蓝筹股，可以用工业蓝筹股的市盈率来衡量
其合理估值，但是如果用互联网行业估值进行考量
的话，难免会出现高估的嫌疑。

ST尤夫再度“莫名”卷入民间借贷纠纷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马换换）

2月12日早间的两则民间借贷纠纷诉讼
公告，让ST尤夫（002427）再度引起市
场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ST尤夫此前
就曾因“莫名”卷入民间借贷纠纷而导
致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如今，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
2月12日早间，ST尤夫发布公告
称，公司收到了长葛市法院签发的《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状》等相关涉案材料，案件内容主要是
刘某诉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民间借贷
纠纷案。据悉，此次诉讼案的原告为刘
某，ST尤夫、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颜静刚以及梁秀红分别位列被告
一至被告四。刘某称在2017年12月22

日，ST尤夫向刘某借款现金1000万元，
并由被告二至被告四为上述借款提供
连带担保责任，但借款到期后ST尤夫
及担保人均未履行还款义务。需要指
出的是，此次刘某诉ST尤夫及相关共
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案共有三起，涉
案金额合计3000万元。对于上述案件，
ST尤夫表示，经公司内部核查，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会从未审议过如上借款或
担保事项，目前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
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
期后利润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并非ST尤夫
首次“莫名”卷入民间借贷纠纷，早在1
月30日ST尤夫就曾发布公告称，因万
国峰、万仁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公司

募集资金账户4000万元、3400万元被
冻结12个月。但ST尤夫表示，经内部核
查，公司与万国峰、万仁志不存在欠款
事项。具体来看，万国峰、万仁志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南昌市中院申请冻
结ST尤夫银行账户资金。之后ST尤夫
收到通知，因上述财产诉讼保全申请
事件，中国银行分别于1月24日、1月25
日协助南昌市中院冻结了ST尤夫募集
资金账户4000万元、3400万元，冻结期
限为12个月。因上述事项，ST尤夫还曾
收到深交所的问询函。
经ST尤夫董事会核查，因上述民
间借贷纠纷，上述冻结账户含公司基
本账户和募集资金账户，为公司主要
账户，因此尤夫股份自2018年2月8日

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
为了现如今的ST尤夫。
2月12日早间，ST尤夫还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尤夫控股作为被告之一同样卷
入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累计涉及诉讼
本金5900万元。
财务数据显示，在2017年前三季
度ST尤夫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2.15
亿元。据悉，ST尤夫为“中技系”旗下
上市公司，实控人颜静刚以及ST尤夫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目前正被
立案调查。
针对公司的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致电ST尤夫董秘办公室进行采
访，但并未有人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