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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内其他重要指数

创业板指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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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换手率排名
彤程新材

41.37元

67.24%

天永智能

40.81元

66.01%

威唐工业

33.77元

58.16%

溢价买壳 荣盛控股的A股图谋
7月11日，一则实控人拟变更的公
告，让不久前曾被借壳未果的大通燃气
（000593）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作为大
通燃气控股权的接盘方，荣盛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
拟溢价逾五成扩张A股版图引发市场
热议。资料显示，荣盛控股业务囊括房
地产、建筑、产业园开发和创业投资等，
荣盛控股入主之后，大通燃气将如何
发展备受市场关注。
荣盛控股溢价布局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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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家
占比10%

平盘：301家
占比8%

下跌：2984家
占比82%

全球重要指数一览（截至北京时间昨日2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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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药业 四名股东拟减持股份
新天药业7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持股6.3134%
的股东张全槐、持股3.76%的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王金
华、持股0.1742%的公司监事会主席潘光明、持股
0.2178%的公司财务总监兼董秘袁列萍拟未来6个月
内，分别减持不超136万股、60万股、5.1万股、6.38万股，
合计207.48万股，占总股本的1.7718%。
*

ST友好 控股股东举牌

友好7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ST
大商集团自5月8日至7月11日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557.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截至7月11日，大商
集团持有公司25%的股份。

诚迈科技 宁波瑞峰拟减持公司股权
诚迈科技7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持有公司
3.01%股权的宁波瑞峰拟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
240.9万股，即不超总股本3.01%。据悉，诚迈科技主营
业务为软件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研发与销售。

鲁银投资 大股东增持承诺仍有效
鲁银投资7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大股东山东国
惠受让山东钢铁集团所持有的1.15亿股公司股份。按
照相关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山东国惠将承
继履行莱芜钢铁集团增持1亿元公司股票的承诺。

锦龙股份 上半年净利预减100%
锦龙股份7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上半年预
计盈利0-193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0%-100%；基
本每股收益为0-0.02元。公司表示，公司参股公司东莞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业务在2018年上半年的业
务收入和盈利水平相比2017年上半年出现下降，因此
公司对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出现下降。

云南旅游 股东拟减持公司股权
云南旅游7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持有公司
8.7%股权的杨清，计划未来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减
持数量不超过3178.94万股，即不超总股本4.35%。

易事特 签订30亿元供货协议
易事特7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与小黄狗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就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采购项目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小黄狗向公司提供“智能垃圾分类
回收设备”设计方案，由公司根据设计方案生产、制造
并向小黄狗销售“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预计三年
累计合作订单总金额约为30亿元。 栏目主持：马换换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大通燃气控股股东原本筹划为上
市公司引入两名战投，7月11日，公司
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改变主意，拟直
接转让控股权，荣盛控股则溢价逾五
成接盘。
公告显示，大通燃气控股股东天津
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
集团”）与荣盛控股签订了《股份转让意
向协议》。荣盛控股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拟
按照9.41元/股的价格，斥资10亿元受让
大通集团持有的公司29.64%股权。
从数据来看，此次接盘方入主大通
燃气溢价率并不低。交易行情显示，7月
10日，大通燃气的收盘价为6.07元/ 股，
以此计算，此次股权转让溢价约55%。
数据显示，若此次控股权转让协议最终
得以实施，大通集团持有大通燃气股份
比例将降至11.61%。届时，大通燃气实
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据悉，荣盛控股成立于2002年7月
31日，经营范围是对建筑业、工程设计
业、房地产业、建材制造业、金属制造业、
卫生业、金融、保险业、采矿业的投资。目
前投资产业包括房地产、建筑、产业园开
发和创业投资四大板块。天眼查信息显
示，耿建明为荣盛控股实控人。荣盛控股
大股东为廊坊开发区盛信天地投资有限
公司，耿建明持有该公司80.97%股权，另
外，耿建明还直接持有荣盛控股5.11%股
权。根据荣盛控股官网介绍，上市房企荣
盛发展为荣盛控股旗下上市公司，这也
意味着，若此次股权转让成功，荣盛控股
将获得在A股控股的第二家上市公司，A
股版图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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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燃气近几年财务数据一览

营收

净利润

4.86亿元

4.74亿元
4.21亿元

0.24亿元

0.14亿元

2015年

-0.55亿元
2016年

受实控人拟变更消息的影响，7月
11日，大通燃气股价涨停。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述消息披露之前，大通燃气在7月10
日曾一扫此前股价低迷之势，由当日早
盘10时20分上涨5%左右，在几分钟内快
速拉升至涨停，且至收盘未打开涨停板。
而大通燃气是否存在提前泄露消息的情
况也遭到投资者质疑，对于该疑问，大通
燃气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
“公司在接到控股
股东通知后进行了披露，据目前了解不存
在提前泄露消息的情况”。
大通集团“卖壳”心切

2017年

验；丹鼎投资则由赛富基金合伙人发起
创办，已经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领域有了布局。“大通集团拟通过此
次向潜在战略股东转让股权的机会，积
极推动大通燃气在发展现有主业的同
时向新经济转型。”被借壳未果仅仅时隔
一个月后，7月11日，大通燃气在公布觅
得新“金主”的同时表示，上述引入战略
股东的事项终止。
事实上，大通燃气控股股东急于“卖
壳”或转让股权的背后，是高比例质押
的尴尬。今年2月7日，大通燃气曾公告
称，大通集团数笔质押的公司股票低于
平仓线。随后，大通燃气2月14日披露公
告表示，大通集团已经通过补充质押等
方式解除了质押股份的平仓风险。不
过，在此之后，大通燃气又披露了多则
大通集团解除质押、补充质押的公告。
6月29日，大通燃气发布的公告则
显示，截至公告日，大通集团直接以及通
过中信证券收益互换方式合计持有大通
燃气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1.25%，大通
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40.86%。不难看出，大通
集团所持公司股票几乎悉数质押。针对目
前股权质押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拨打
了天眼查披露的大通集团联系方式。不
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实际上，在大通集团此次转让控股
权之前，大通燃气曾筹划过一次江苏奥
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公司上市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大通燃气注入标
的的同时保留部分现金并将原有其他
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
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置出。令投资者遗憾
的是，该重组在筹划3个月后于6月11
日宣布告吹。
而在重组终止之前，大通燃气控股
股东则已经开始筹划转让股权引入战略
投资者的事项。6月9日，大通燃气宣布大
通集团与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福基金”）和浙江丹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鼎投资”）达
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引关注
成战略合作意向，拟由大通集团向德福
拟被借壳未果的大通燃气，在如今
基金及丹鼎投资（或两家公司指定主体）
合计转让其所持有的大通燃气10%股 将迎来新的实控人的背景下，未来如何
发展备受市场关注。
权，引入两家公司成为战略股东。
资料显示，荣盛控股旗下不仅有上
彼时，大通燃气介绍道，德福基金
拥有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股权投资经 市公司荣盛发展，在建筑业方面还控制

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
以建筑安装为主业，集市政、钢结构等
为一体的建筑企业。另外，荣盛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为荣盛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该子公司以创业投资和相关咨询服务
为主营业务。目前已对玻璃深加工、焦
炭、光伏电池、现代技术、现代养殖等行
业多个项目进行了投资。值得一提的
是，荣盛控股近期在资本市场颇为活
跃。不久前，荣盛控股在6月斥资逾21亿
元受让中信国安旗下一家子公司31.8%
的股权后，获得该子公司控股权。
荣盛控股资本运作频频引发市场
关注，关于荣盛控股拟控股大通燃气的
初衷以及入主大通燃气之后的计划等
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拨打了荣盛控股官
网披露的联系方式。随后，记者致电了
该工作人员提供的另一电话号码。不
过，对方工作人员对此表示“不清楚”。
在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一般
而言，资本入主上市公司无外乎财务投
资以及借上市公司进行重组或注入资
产等，以谋求利益最大化。考虑到荣盛
控股目前主营业务情况，入主大通燃气
之后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也给了
投资者一定的想象空间。不过，也要警
惕该事项存在的不确定性。
据悉，大通燃气在1996年上市之初
的主营业务为零售商业。2006年9月，大
通燃气主营业务变更为城市管道燃气
业、药业、零售商业。2008年，大通燃气将
主营业务中的药业剥离。近几年财务数
据显示，2014-2016年，公司实现的归属
净利润连续下滑，2016年更是出现继
2002年后，大通燃气上市以来的第二次
亏损。因零售百货业整体经营持续下滑，
大通燃气零售商业的经营情况出现了亏
损幅度加剧的趋势，2016年，大通燃气
终止零售商业，主营业务由“零售商业和
城市管道燃气业”双主业向“清洁能源供
应”单主业转化。数据显示，大通燃气在
2017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实现扭亏。不
过，今年一季报显示，公司在报告期内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同比由盈转亏。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高萍/文
王飞/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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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鼓励产业资本接盘上市公司
周科竞

近期，在市场整体持续低迷的背景之下，部分
上市公司出现易主情形。本栏认为，只要产业资本
是来重组上市公司且能给上市公司增加新的发展
机会，而非炒壳，那么，产业资本接盘上市公司的
行为就值得鼓励。
在牛市过程中，很多产业资本并不愿意通过接
盘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因为此时公司股价往往
处于较高位置，产业资本想直接购买大量股权势必
需要支付极高的成本，二级市场的高股价也不可能
让原大股东低价卖股。而当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
产业资本就大有可为。首先，二级市场股价低迷，
产业资本完全有能力通过二级市场直接购买股票
成为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并参与到经营之中。
其次， 原大股东也有较强的转让股票意愿，因
为部分大股东可能正面临着资金链紧张、股票质押
随时有被强平风险的情形，此时如果有人提出想买
入大股东的持股，大股东往往乐于卖出，当然成交价

格也不会很高，产业资本的抄底就很容易完成。
此外，在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产业资本的接
盘行为将对公司股价产生极大的利好影响。通常情
况下产业资本接盘会通过协议受让股份的形式，
接盘的价格也会较二级市场有一定溢价。如此一来，
低迷的股价就有了利好预期， 对于股价企稳也有
一定的好处。
产业资本接盘上市公司，并不能简单地理解
为借壳上市。因为目前A股的借壳上市往往是由
原大股东出面保住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并寻找
任意行业的上市公司来买入壳资源，自己拿钱退
出，并承接上市公司原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新
东家要的只是一个上市资格，对于公司的原资产
也往往采用断舍离的方式丢弃。例如三六零借壳
江南嘉捷，完成之后公司资产全部为原先三六零
的资产，而江南嘉捷原有资产则不会被留在上市
公司体系内。

产业资本接盘上市公司，需要两者之间有一
定的业务往来，可以是上下游，也可以是同行，总
之接盘之后上市公司的资产将会被优化并保留在
上市公司，而非剥离，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所
以对于不能被借壳上市的创业板公司，这种产业
资本接盘就显得更加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对那些在接盘后真心做产
业的行为予以鼓励，如果是纯粹的资本炒家则应该
坚决予以规避。产业资本在接盘上市公司后，应该
通过资产的整合以及优化，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
绩，以稳定的业绩增长回报广大投资者。但不排除
一些接盘方打着产业资本接盘的口号，却做着炒壳
的买卖。新股东接盘的目的不是为了改良公司业绩
而仅仅是为了参与炒壳，希望等到壳价格上涨后卖
出获利，这样的炒壳行为就不值得鼓励。上市公司
和产业资本之间需要的是资源优化配置，而非把上
市资格当成牟利手段。

昆机吉恩明日摘牌告别A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马换换）

作为2018年的首批退市股，退市昆机
（600806）、退市吉恩（600432）在7月11
日走完了退市整理期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7月11日晚间，退市昆机、退市吉恩双双发
布公告称，上交所将于7月13日对公司股
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退市昆机、退市吉恩均在今年5月
30日开始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
为30个交易日，7月11日为两只退市股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7月11日晚间，退市
昆机、退市吉恩均表示，公司目前已被
调出沪股通标的，沪股通投资者未在退
市整理期出售所持公司股票的，后续进
入股转系统后可能无法转让。

交易行情显示，进入退市整理期之
后，退市昆机曾连续走出了15个“一”字
跌停板，退市吉恩则连续走出了18个
“一”字跌停板。在退市整理期期间，退
市昆机的区间累计跌幅达77.17%；退市
吉恩的区间累计跌幅达79.53%。值得注
意的是，在A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里，退
市昆机和退市吉恩却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7月11日退市昆机曾一度大涨9.15%，
但最终收于1.47元/股，涨幅为3.52%；而
退市吉恩则在盘中两度触及跌停，最终
收于1.38元/股，跌幅为6.12%。
根据上交所公布的盘后交易公开
信息显示，买卖退市昆机的前五大席
位均为普通营业部，其中，处于卖一席

位的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
阳北路证券营业部，累计卖出金额约
为278万元；处于卖二席位的是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区马超西路
证券营业部，累计卖出金额约为68万
元。而处于买一席位的为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上海普陀区兰溪路证券营
业部，累计买入金额约为76万元；处于
买二席位的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文汇东路证券营业部，累计买入
金额约为75万元。
7月11日，卖出退市吉恩的前五大席
位也均为普通营业部。其中，处于卖一
席位的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累计卖出金

额约为531万元；处于卖二席位的是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金路证券营
业部，累计卖出金额约为310万元。而处
于买一席位的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健身路营业部，累计买入金额约
为221万元；处于买二席位的为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路证券营业部，
累计买入金额约为185万元。
根据规定，在被摘牌后，退市昆机、
退市吉恩应当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东可以在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股份转让。退市昆机、退市吉恩两
家公司则应当按照相关要求保证公司
股票在摘牌之日起45个交易日内可以
挂牌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