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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昨日走势图·

万魔声学上演另类借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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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内其他重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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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换手率排名
翔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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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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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振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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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亿元被吸收合并

上市公司成交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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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向（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入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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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股票昨日涨跌一览
上涨：3037家
占比83%

平盘：246家
占比7%

下跌：390家
占比10%

全球重要指数一览（截至北京时间昨日23时）
道·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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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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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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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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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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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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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聚焦·

*

ST厦华 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ST
厦华11月1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原拟收
购福光股份61.67%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因国内外
市场环境及国内资本市场变化等原因影响，导致交易
各方就交易对价等核心条款无法达成一致。经各方友
好协商，拟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长春一东 拟9.28亿元收购两公司
长春一东11月1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合计
作价约9.28亿元收购大华机械100%股权以及蓬翔汽
车100%股权。以2018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大华
机械100%股权、蓬翔汽车100%股权的评估值分别约
为5.97亿元、3.31亿元，合计约为9.28亿元。基于上述
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
定约为9.28亿元，其中现金对价约1.15亿元，股份对价
约为8.13亿元。
*

身贴小米耳机供应商“标签”的万
魔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魔
声学”），相比起同行业竞争对手歌尔
股份、漫步者来说，在资本市场的布
局已然掉队。不甘落后的万魔声学也
有了上市打算，不过它选择登陆资本
市场的方式却有些另类。万魔声学在
今年3月完成对共达电声（002655）的
间接控股，近期共达电声拟作价约34
亿元对万魔声学进行吸收合并，该笔
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ST中绒 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

ST中绒11月1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债权
人上海雍润通知：上海雍润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对公司进行重整。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
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

万家乐 孙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万家乐11月1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孙公司舟山翰
晟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开设的账户被冻结。本次银行
账户的冻结将对舟山翰晟产生不利影响。根据2017年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舟山翰晟营业收入为70.69亿元，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85.51%；2017年实现净利润4893
万元，占公司净利润的73.44%。

雅戈尔 处置部分金融资产
雅戈尔11月1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9月7日-11月
15日，公司出售261.57万股创业软件股票，交易金额
5287.24万元；公司滚动利用闲置投资资金购入结构性
存款，期间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累计金额为13.69亿
元；公司处置金融资产的交易金额合计14.22亿元，产
生投资收益6593.93万元，净利润4945.45万元，占2017
年度净利润的16.67%。

巨化股份 拟3.23亿元收购资产
巨化股份11月1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3.23
亿元的价格收购控股股东巨化集团所持有的巨化技术
中心和巨化新材院各100%股权。通过收购控股股东研
发机构，快速获取公司所需的研发平台，有利于提升公
司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栏目主持：马换换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间接控股共达电声8个月后，万
魔声学再祭出新招数，拟借壳共达电
声实现上市。
11月15日早间，共达电声一份吸收
合并万魔声学关联交易预案的公告引
起了市场的关注。据共达电声披露方案
显示，公司拟通过向万魔声学全体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万魔声学
100%股权，从而对万魔声学实施吸收
合并。此次交易中，共达电声为吸收合
并方，万魔声学为被吸收合并方，此次
交易价格暂定为约34亿元，共达电声通
过向交易对方合计新发行约6.29亿股A
股股份支付此次吸收合并的全部对价，
交易不涉及现金支付。
交易完成后，万魔声学将注销法人
资格，共达电声作为存续公司，将承接
（或以其全资子公司承接）万魔声学的
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务、人员及相
关权益；同时，万魔声学持有的共达电
声5498万股股票将相应注销。换言之，
万魔声学的全部资产业务将置入共达
电声，届时万魔声学的全体股东将成为
共达电声的股东。
万魔声学成立于2013年，前身为加
一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加一联创”），加一香港持有加一联创
100%股权。2015年11月，加一联创企业
名称变更为万魔声学，谢冠宏通过其实
际控制的加一香港、HKmore、万魔冠
兴等合计持有万魔声学33%股权，为万
魔声学的实际控制人，谢冠宏也是共达
电声的实际控制人。

L

万魔声学相关股权结构一览（截至20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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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之前，万魔声学间接持
有的共达电声15.27%股权，扣除持有
的上市公司15.27%股权预估值约2.98
亿元，万魔声学此次100%股权交易作
价占共达电声2017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46731.62万元的665.83%，超过
100%，因此构成了重组上市。
共达电声吸收合并万魔声学股权
的交易价格还出现了一定溢价。根据预
估情况，截至2018年10月31日，万魔声
学100%股权账面价值约为9.03亿元，预
评估值约30.14亿元，增值率233.56%。受
上述相关消息的影响，共达电声在11月
15日股价“一”字涨停。截至11月15日收
盘，共达电声买一封单资金超7万手，资
金量约为5566.06万元。
接盘上市公司刚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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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达电声5498万股股份，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15.27%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爱声
声学，此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
9.95亿元。今年3月6日，上述股份转让事
宜正式完成过户，共达电声控股股东变
为爱声声学，万魔声学成为共达电声间
接控股股东。
当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爱声声
学声称，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明确对上
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也暂无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
重组计划。然而，在入主8个月后，万魔
声学就筹划重组上市事宜。对此，北京
商报记者曾致电万魔声学在企查查披
露的联系方式进行采访，截至记者发稿，
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不过，从目前来看，万魔声学通过
爱声声学入主共达电声的这笔买卖并
没有捞到好处。据东方财富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4月4日，共达电声曾创出12.21
元/ 股的年内高点，之后共达电声的股
价便一路震荡下行。从今年4月4日至11
月15日，共达电声区间的累计跌幅为
39.82%。11月15日，共达电声的最新收
盘价为7.27元/ 股。若以该价格粗略计
算，目前爱声声学所持有的5498万股共
达电声股份对应的市值约4亿元，较此
前接盘的成本9.95亿元浮亏了约5.95亿
元，浮亏近六成。

实际上，为了实现上市的目的，万
魔声学着实花了不少心思。
时间回到2017年9月30日，彼时潍
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声声学”）成立，万魔声学持有爱声
声学100%股权，为爱声声学的控股股
东，爱声声学的法人代表为谢冠宏。在
爱声声学成立3个月后，恰逢共达电声
原实控人筹划股权转让事宜，爱声声
学打起了入主共达电声的算盘。
据共达电声此前披露的公告显示，
2017年12月，共达电声原控股股东潍坊
未来发展引关注
高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高
科”）与爱声声学签署了《潍坊爱声声学
市场对万魔声学借壳共达电声上
科技有限公司与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 市似乎早有预期，而在万魔声学相关资
司关于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股 产置入上市公司后，将会产生怎样的化
份收购协议》，彼时潍坊高科将其持有 学反应也引起市场的关注。

万魔声学是一家主要从事耳机、音
箱、智能声学类产品以及关键声学零部
件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的公司，数据
显示，2015-2017年及2018年1-10月，
万魔 声 学 实 现 的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31269.2万元、41637.06万元、62981.85
万元和69375.53万元，实现的净利润分
别为3401.6万元、2598.73万元、3697.21
万元和3018.71万元。万魔声学的ODM
业务主要是为小米、华为（间接客户）等
客户进行耳机、音箱等产品的研发、设
计、制造、品控和交付。
共达电声是一家电声元器件及电
声组件制造商、服务商和电声技术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数据显示，2015年、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9月，共达
电声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为1919.89万
元 、1800.81万 元 、-17491.85万 元 和
423.92万元。其中2017年度共达电声出
现了较大额亏损，主要原因为计提的资
产减值损失增加；2018年1-9月，共达
电声虽然已扭亏为盈，但利润规模水平
仍然较小，现有业务盈利能力不足是此
次交易的重要背景之一。
共达电声称，此次万魔声学的整体
上市，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将更加透明
清晰，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将更为扁平
化，组织架构将得到进一步精简。共达
电声还表示，由于万魔声学与上市公司
属于同一产业链，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情况，这对上市公司与万魔声学的进一
步发展均有所桎梏。在这种背景下，万
魔声学的优质资产如能重组进入上市
公司平台，将更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避
免同业竞争。
天风证券在研报中称，谢冠宏在声
学等领域研发、管理经验丰富，此次资
产注入后公司声学平台有望加速发展。
不过，天风证券也作出风险提示称，万
魔声学资产存在未能完成注入、声学新
品进展不及预期、业务整合等风险。
针对重组的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曾致电共达电声董秘办公室进行
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示“董秘已经不
在公司了”，随后便挂掉了电话。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文 王飞/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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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转的炒作套路
周科竞

正元智慧打响了2018年报高送转的第一枪，
11月15日高送转概念股集体井喷， 一年一度的高
送转炒作行情已经正式拉开帷幕。 其实对于高送
转行情，收益与风险兼备，属于投资者之间的零和
游戏，初期参与收益更高，末期参与风险更大。
对于高送转多数投资者已经充分认知，即上市
公司把股份拆细，单价降低，就好像48元1公斤的草
莓标为24元1斤，本质没有改变，只是一场数字游戏。
但不可否认的是，高送转行情每年都有，如果把握好
投资节奏，确实能获得不错的投资收益。
其实，高送转的炒作路径虽然每年都会有些变
化，但炒作套路却基本一致，投资者可以作为参考。
通常而言，高送转的炒作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预期炒作阶段。在前不久，每股净资
产以及每股收益较高，股本较小，业绩优异的个
股普遍遭遇了资金提前布局，出现不同程度的上

涨，这些资金炒作的逻辑就是高送转预期。被炒
作的个股多数具备高送转预期，因而部分资金会
在岁末年初进行提前布局，在预期利好之下走出
一波高送转预期行情。
其次就是预案出炉后的短暂操作期。这一部分
投资机会属于可遇不可求，毕竟两市有高送转预期
的个股达数百只，投资者不可能全部布局，只能根
据自己的判断部分选取押注，如果标的果真推出了
高送转预案，那么就能大赚一笔，如果送转预期落
空，则可能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
最后，就是高送转概念股除权派息前的抢权行
情以及除权派息后的填权行情。高送转预案出炉
后，相关个股会遭遇第一波炒作，随后在正式的除
权派息之前，还可能上演第二波抢权行情。有所不
同的是，有些个股可能会在除权派息之后上演填权
行情。无论是抢权还是填权行情，都具有一定的投

资风险，毕竟并非所有的高送转个股都会出现抢权
或者填权行情，而且经过此前两波行情的炒作，高
送转个股的估值已经不便宜，如果预期行情落空，
则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与往年高送转行情有所不
同的是，今年目前大盘所处低位，多数个股估值合
理且偏低，此时的高送转概念股炒作热情有被进一
步放大的可能，也就是说，相比往年的高送转行情，
今年的炒作可能会更加猛烈，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既
是机会也是挑战。
本栏提示投资者， 高送转行情本身只是一种
炒作题材，与壳资源炒作、互联网概念炒作等并没
有太大的区别，既然是炒作，就一定会存在盈利的
机会，踏准节奏可能会有不错的收益。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投资者的机会在逐渐减小，风险在逐渐增
加，投资者如果想参与其中，一定要适时而退，不
要对高送转行情太过痴恋。

中弘股份今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马换换）

作为首只“破面”退市股，中弘股份
（000979）11月15日晚间披露公告称，
公司股票于11月16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后公司
股票将被摘牌。
据悉，11月8日，中弘股份收到了深
交所《关于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的决定》，由于公司股价连续
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
值（1元），深交所决定中弘股份终止上
市。11月15日晚间，中弘股份发布了关
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
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中弘股份将于2018年11月

1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公司证券
简称将变更为“中弘退”，股票价格的日
涨跌幅限制为10%。
中弘股份表示，公司股票退市整理
期为30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18年12月27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
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整理期。公
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
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5个交易
日。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
深交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根据相关规则，中弘股份将在退
市整理期届满后的45个交易日内，进
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
挂牌转让。
据悉，中弘股份属于深股通标的，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进入退市整理期
的同时将被调出深股通标的，届时深
股通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只能卖出。后
续中弘股份股票进入股转系统后深股
通投资者可能无法进行股票转让。
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人士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退市整理
期是为方便已被决定退市公司的投资
者退出而做出的交易安排。“在此期间
不乏会出现游资的短线投机行为，目
的是短线获利，因此一些投资者豪赌退
市股，但对于该阶段而言，投资者需要
谨慎投资。”该券商人士如是说。
据了解，个人投资者买入退市整理
股票的，应当具备两年以上的股票交易
经历，且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和

资金账户内资产在申请权限开通前20
个交易日日均（不含通过融资融券交易
融入的证券和资金）在50万元人民币以
上。而不符合以上规定的个人投资者，仅
可卖出已持有的退市整理股票。在业内
人士看来，这一规定也大幅提高了炒作
退市整理期股票的门槛要求。
公告显示，截至目前，中弘股份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金
额约为80.52亿元，全部为各类借款。
11月15日晚间，中弘股份还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持有的部分股份被司
法强制执行的公告。中弘股份表示，公
司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持有的
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