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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改“
万元”

停牌半年只为917万控股关联贸易公司

ST南江B重组雷声大雨点小
□本报记者 王锦
B股近期表现持续活跃，而已
经停牌达半年之久的ST南江B终
于推出重组方案， 公司拟以现金
天津）国际贸易有
收购润华农水（
限公司30%的股权， 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为917.037万元。
与 此 同 时 ，1 月 10 日 复 牌 之
后，为防止公司股价下跌，危及上
市公司地位，ST南江B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计划一年内通过自有资
金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增
持价格不超过1.3港元/股，累计增
持总金额不低于1000万港元，不
超过4000万港元。

购贸易公司控股权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ST南江B股票自2012年7月26日起
停牌。 根据重组方案，ST南江B拟
分别购入自然人赵庆华持有的润
华农水（
天津）23.33%股权和自然

人兰春红持有的润华农水（
天津）
6.67%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赵庆
华与ST南江B总经理赵永生为夫
妻关系， 兰春红与赵永生为舅甥
关系。
ST南江B称，公司以生产针织
服装和造纸为主营业务， 因资金
链断裂， 公司服装生产和造纸均
已经停产多年。 目前，除全资子公
司承德县荣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外， 其余公司均未恢复主营
业务生产， 因此报告期内主营业
务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本次收购标的为润华农水
（
天津）， 其主营业务是聚 乙 烯
（
PE）和聚丙烯（
PP）等塑料原材
料进口贸易、国内代理和分销，是
各种塑料生产企业的上游行业。
用现金收购润华农水（
天津）
30%的股权完成后，ST南江B将成
为第一大股东，并根据相关安排控
制润华农水（
天津），将形成房地产
开发与贸易双主业经营模式。

根据公告，润华农水（
天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1年末总资
产约为1.78亿元，2011年度收入
约为12.83亿元。 评估值为3046.72
万元， 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68.12万元，增值率2.29%。
ST南江B实际控制人和控股
天
股东王栋承诺， 如润华农水 （
津）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
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
净利润数 （
即30.63万元、90.40万
元和150万元）， 王栋应以现金方
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不过，对于此次重组，ST南江
B也提示风险称，标的公司的产品
与南江股份存在一定差异， 交易
完成后， 能否保证标的公司管理
和经营的稳定，以及及时调整、完
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顺利实
现收购后的平稳过渡及整合，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对标的公司提供资 源 支
持，并进行适当调整，降低管理费

用、销售费用。 但不排除短期内整
合效应无法发挥、 受全球宏观经
济形势影响， 而导致此次交易完
成后标的公司短期内继续亏损的
风险。

公司高层承诺增持
ST南江B还表示，为防止复牌
后公司股价下跌， 危及上市公司
地位，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 在符合深交所上市规则和
其他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里，通过
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
票， 增持价格不超过1.3港元/股，
累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1000万港
元，不超过4000万港元。
事实上，ST南江B当时的停牌
更多是担忧股价持续低位而危及
上市地位。
根据深圳交易所2012年7月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份发布的《
规定， 仅发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

司，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 （
不含公司股票全天
停牌的交易日） 的每日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股票面值， 将直接被终
止上市。
停牌前的2012年7月24日，ST
南江B股价下跌5%，收盘价1.52港
元 （
以当前港元和人民币汇率计
算，约为人民币1.2209元）。 2012
年3月29日，ST南江B股价曾经创
出1.13港元 （
约为人民币0.9076
元），已经跌破1元面值。
ST南江B表示，公司无法判断
股票价格未来走势， 如果公司出
现前述股价低于面值的情形且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没有消除， 公司
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为此公司推出增持计划。
同样一度面临退市风险的闽
灿坤B2012年12月31日发布实施
缩股方案和控股股东拟增 持 公
告，之后公司股价已经连续收出5
个涨停板。

借“
乌龙” 操纵股价 劲嘉股份责任人罚款两年多未交
□本报记者 官平
中国证监会昨日一则催告
书引起了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证监会称，陷入劲嘉股份“
虚假
陈述”事件的相关责任人韩偲铭
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
券市场秩序， 于2012年9月21日
被处以20万元罚款。 但截至1月9
日， 证监会尚未收到该项罚款。
昨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试图
联系韩偲铭，但截至发稿时其手
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由起“
乌龙事件”
事情回到2009年的一次 “
乌
龙事件”。 2009年9月18日，劲嘉股
份公告称，公司正与美国英美烟草

公司洽谈烟标合作事宜；2009年
11月5日， 劲嘉股份又发布一则更
正公告称，相关工作人员误将对外
合 作 方 Native American Tobacco
& Trading LLC当作美国英美烟草
公司 （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乌龙事件”前后
Company Ltd.）。 “
是股价异动，随后该事件便引起了
深交所和相关监管部门注意。
2010年2月12日，深交所对劲
嘉股份和相关人员进行了处分。
然而事情本以为就此结束， 此后
却有媒体报道称， 一位名为弗莱
德（
上述Native American Tobacco
& Trading LLC的老板）的美国人
乌龙事件” 实际上是操纵股
说，“
价行为。 该事件开始升温，韩偲铭
作为介绍人 “
编造、 传播虚假信

息”、相关合作事宜的负责人庄德
智辞职等事件也陆续和盘托出。
2012年7月17日，劲嘉股份收
到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
会认为，劲嘉股份2009年9月18日
发布的公告存在虚假陈述，决定对
劲嘉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40万元
罚款；对庄德智给予警告，并处以
20万元罚款； 对沈海洋给予警告，
并处以10万元罚款。 随后，证监会
对韩偲铭个人处以20万元罚款。
中国证券报记者昨日联系到
了庄德智和弗莱德此前的代理律
师， 均称与韩偲铭已经很久没有
联系。

严处散布虚假信息
昨日，证监会在催告书中称，

韩偲铭逾期未缴清罚款， 将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证监会近年针对市场上流传
的一系列谣言进行了严处。 2012
年9月，关于中信证券巨亏谣言四
起， 证监会调查后初步查明，“
中
信证券海外投资出现巨亏29亿”
虚假信息的主要发帖人为 张 某
某， 由于股票投资持续亏损而不
满， 因听闻今年多家证券公司亏
损， 便编造巨亏的虚假信息在东
方财富网股吧发布。 2007年，证券
分析师蔡国澍因涉嫌违规发布失
实的上市公司信息， 影响相关公
司股价，受到证监会立案稽查，最
终被禁入市场。
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付明德
称， 由于证券违法行为的隐蔽性

和手段的多样性， 有些证据很难
获取， 使得有些行为人逃避了制
裁。 由于对证据有极高要求，使得
办案事件拖长， 从行为人实施违
法行为到被处罚可能要经历很长
的时间， 导致不能使行为人及时
受到制裁，无法起到震慑作用。 且
行为人长时间不受制裁， 也会给
人以错觉，助长违法行为，因此建
议建立“
官民联合”的打击证券市
场违法犯罪体系。
证监会此前表示， 希望潜在
的违法者不要心存侥幸， 广大的
投资者关注公司及有关方面依法
依规披露的信息，不要信谣造谣，
不要上当受骗。 如果发现有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的， 及时向证监会
等有关方面举报。

锂电池行业酝酿提高准入门槛

招商地产
2012年销售363亿元
招商地产发布销售情况简
报称，2012年第四季度，公司实
现签约销售面积74.58万平方
米， 实现签约销售金额116.78
亿元；1-12月，公司累计实现签
约销售面积247.52万平方米，
签约销售金额363.86亿元。
此前，万科、保利、金地已
分别发布2012年销售情况，万
科 2012 年 实 现 销 售 金 额
1412.3亿元，保利地产2012年
实现签约金额1017.39亿元，
金地集团2012年累计签约金
额为341.5亿元。 （王锦）

□本报记者 顾鑫

三公司获大股东增持

□本报记者 王荣 实习记者 任明杰

新年伊始， 产业资本增
持潮不减，上海莱士、吉鑫科
技、千金药业三公司纷纷公告
获得大股东增持。
2013年1月8日，上海莱士
的控股股东科瑞天诚通过二
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已累计
达1%。 公告显示，科瑞天诚的
增持行为主要发生在12月中
旬，最低增持价为12.138元，最
高增持价为15.456元。
吉鑫科技也于2013年1月
9日接到大股东、董事长包士金
通知，该股东通过二级市场增
持了公司股份134万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0.2972%。
包士金之所以增持是基于
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未来发
展的信心， 并拟在首次增持之
日（
即2013年1月9日）起6个月内
择机以其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
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总股本的2%（
含已增持股份）。
千金药业的第一大股东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也在2012年12月
28日至2013年1月4日期间，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股 份
260.54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 增持后，株洲市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6161.61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21%。 （王荣）

针对近期有关武汉东湖财政
补贴与大股东 减 持 相 关 联 的 报
道，*ST国药公告称，控股股东武
汉新一代科技 有 限 公 司 回 函 否
定二者存在关 联 。 公 司 同 时 表
示，不存在引入武汉地方政府作
为公司新股东 参 与 推 进 公 司 重
组的情形。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渠道
获悉， 工信部有关部门正在对锂电
池以及锂电池原料生产企业进行摸
底调研。未来该调研结束后，初步计
划下半年形成有关文件的初稿，旨
在提高锂电池行业准入门槛。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相关文件
的出台将主要针对锂电池生产企

业，细分行业管理和销售突出的龙
头企业将迎来利好。相关上市公司
包括比亚迪、德赛电池、欣旺达等。
近几年来， 由锂电池引发的
火灾甚至爆炸事故频发， 锂电池
的安全问题引 起 社 会 的 高 度 关
注。 此前，工信部曾召开部长办公
会议， 对锂电池安全工作进行了
专门部署， 要求做好锂电池的安
全标准和生产企业的安全准入等

工作，加强管理和准入，防止安全
事故发生。
分析人士认为， 锂电池行业
准入条件预计将从生产技术、设
备、 环境等方面提出更严格的要
求， 从而提升锂电池产品的安全
性能，此外预计还将从生产规模、
销售收入等方面设限， 以改变当
前行业产能过剩的现状， 引导行
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资料显示， 中国在2011年的
锂电池产量位居全球第三，占
29%，2012年产量占比有望突破
30%。 锂电池行业包括材料、电池
生产、应用的企业逾千家，其中，
动力电池企业约200家。 锂电池企
业中销售收入在4亿元以上的企
业有20家， 产能在行业中占比有
70%。大量的小厂家破坏了市场价
格体系，也拖累了产品质量水平。

*ST国药否认引地方政府参与重组
近日，*ST国药通过土地补偿
款和财政补贴在2012年最后5天
实现两笔巨额收益，2012年的年
报扭亏为盈已无太大悬念， 从而
摆脱了因净资产为负、 连续三年
净利润为负以致退市的命运。 但
就在公司获得补贴的同时， 武汉
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却在减持公
司股票。
对此， 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

科技有限公司回函明确表示：东
湖开发区对公司的补贴款与武汉
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
票的资金之间无任何关联。 但就
土地出让所得是否为东湖开发区
变相补贴公司的途径一事，*ST国
药并未澄清，而是表示，出让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 发 区 的 工 业 用 地
后，公司回收资金4659万元。
另外， 针对媒体报道中所称

“
*ST国药必须引入新的股东，武
汉政府似乎是 最 佳 人 选 ” 等 情
况，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对
*ST国药的回函明确表示： 武汉
新一代科技有 限 公 司 未 与 武 汉
市及东湖开发 区 政 府 商 谈 引 入
武汉地方政府 作 为 公 司 新 股 东
等事宜，不存在引入武汉地方政
府作为公司新 股 东 参 与 推 进 公
司重组的情形。

同方股份拟定增收购壹人壹本
□本报记者 王荣
停牌一周的同方股份终于公
布了重组方案，公司将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壹人壹
本100%股权。 本次收购同方股份
分两步，一是向杜国楹、启迪明德、
融银资本、富安达投资等14名交易
对象， 以7.02元/股的价格发行股
份， 收购壹人壹本75.27%股权；另

以不低于6.32元/股向不超过10名
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收
购健坤投资和冯继超所持的壹人
壹本剩余24.73%股权。
本次交易中，启迪明德、启迪
汇德和健坤投资向同方股份出售
资产， 其中启迪明德与启迪汇德
的董事长雷霖， 同时是同方股份
控股股东清华控股的副总裁；健
坤投资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赵

伟国， 同时是清华控股下属子公
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
壹人壹本截至2012年12月31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27.45%， 资产
账面净额为2.42亿元，预估值约为
13.68 亿 元 ， 预 估 增 值 率 达
465.12%。 2010年至2012年的净利
润分别为1583.75万元、4106.64万
元和5145.48万元。
公司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

其在行业中的地位、业务渠道、技
术团队、 管理团队等无形资产价
值在基准日并未量化在财务报表
中。 同时，壹人壹本属于高新技术
企业， 大量投入主要为研究开发
支出， 并非需要资产规模大量扩
张； 壹人壹本的未来盈利能力良
好，且持续盈利能力较强，其将给
股东带来的收益体现的价值大于
账面价值。

国栋建设拟募资7亿投节材代木项目
□本报记者 王荣
国栋建设10日公告称， 公司
拟向不超过10家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特定对象，以不低于2.44
元/股的价格，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35000万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7亿元， 其中5亿元用于
年产50万立方米木质刨花板节材
代木项目，其余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根
据拟发行股份数上限计算， 国栋

集团持股比例为23.39%， 仍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年产50万立方米木质刨花板
节材代木项目的建设期为一年，建
成投产后第一年产能达到设计能

力的70%，项目投产第二年达到满
产。项目达产后正常年度预计年收
入为6.50亿元，净利润为6185.12万
元，总投资收益率为15.82%，税后
投资回收期为6.90年（
含建设期），
内部收益率（
税后）为15.29%。

辽通化工2012年业绩大变脸
□本报记者 王锦
辽通化工发布2012年度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 预计公司2012年
净利润将盈利1000万元-2000万
元，同比下降97.62%-98.81%。 而
公司在2012年10月22日发布的三
季报中曾预计2012年净利润为盈
利1亿元-2亿元。 公司2012年基
本每股收益也由此前的预计盈利
0.0833 元 -0.1666 元 改 为 盈 利
0.0083元-0.0166元。
对于业绩大变脸的原因，辽
通化工称，2012年10月份上半月，
公司生产经营结果经测算明显优
于前几个月， 根据前几年生产经
验，随着进入冬季，负号柴油进入
市场， 石化板块第四季度都有大
额盈利情况， 据此乐观估计2012
年10-12月份石化也会出现一波
新行情。尽管可能不如上年度，但

是全年盈利1亿-2亿元预计可以
实现。
然而公司称， 实际情况是，由
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整个
市场形势低迷不振，导致公司预期
的行情没有出现，各种聚烯烃、成
品油及液化产品价格并未随原油
价格上涨而同幅度上涨， 而是持
续低迷， 产品价格同比下降幅度
较大，且市场需求持续疲软，产品
销售困难。 公司通过加强管理，节
本降耗，控制费用支出，加大化肥
产品生产销售力度，全年生产销售
尿素产品达到174万吨， 创历史新
高。 新疆化肥、锦天化公司全年实
现所得税超过1.9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发布2012
年三季报及全年业绩预告的同
日，辽通化工股价曾出现涨停板。
1月9日，辽通化工报收7.04元，同
上一交易日持平。

宝钢股份去年业绩增长四成
□本报记者 官平
宝钢股份发布业绩快报称，
公司2012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914.73亿元，同比减少14.08%；
营业利润36.12亿元， 同比减少
59.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3.05亿元，同比增
长 39.98% ；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0.59
元。 1月9日，宝钢股份报收每股
4.97元。

对于营业利润59%的减幅，
宝钢股份称， 主要受制于钢铁供
求矛盾进一步激化、 钢材价格持
续低位运行以及铁矿石价格相对
坚挺等不利因素影响， 产品毛利
水平下降。
公司表示，剔除出售不锈钢、
特钢事业部相关资产及股权收
益， 以及罗泾待处理固定资产减
值26.5亿元后， 公司全年经营利
润62亿元，同比减少33%。

广发证券净利21.89亿元

“
广发三宝” 2012年投资收益颇丰
□本报记者 王锦
广发证券发布2012年度业绩
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71亿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1.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了17.25%和6.08%。 基本每股收
益0.37元。
股市低迷也拖累了证券行业
的经纪业务收入。2012年，广发证
券经纪业务收入受市场交易量下
降影响而减少，但公司投行业务、
投资业务、 融资融券等业务均实
现了收入增长， 各全资子公司净
利润也较上年实现增长。
同日， 作为广发证券前三大
—辽宁成
股东的 “
广发三宝”——
大、吉林敖东、中山公用也齐齐发

布公告， 其中吉林敖东明确表示
广发证券数据对投资收益的影响
约为4.60亿元。
辽宁成大为广发证券 第 一
大股东，持有12.5亿股， 占 其 总
股本21.12％。 吉林敖东为第二大
股东， 持有广发证券12.4亿股，
占总股本的21.03％。 中山公用为
第三大股东， 持有6.87亿股，占
其总股本11.6％。 三家股东公司
均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
其中，吉林敖东估算，上述数
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约为
4.60亿元。 照此估算，广发证券数
据对辽宁成大和中山公用投资收
益的影响分别为4.62亿元和2.54
亿元。

重组完成

*ST丹化2012年净利2.3亿元
□本报记者 王锦
已经获准恢复上市的*ST丹
化发布2012年度业绩快报， 实现
营业总收入65.52亿元，营业利润
3.20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2.31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
0.3227元。
*ST丹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于2012年10月17日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已经完成， 注入了山东省
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权， 主营业务变更为路桥工程施
工与养护施工， 公司业绩发生重
大变化，2012年度与2011年度数
据可比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 公司2012年
度每股收益（
0.3227元/股）是根据
反向购买的有关规定计算所得。
若按照通常情况下 （
期末实际发
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公司调整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2063元/股。
根据公司1月4日公告，*ST
丹化的恢复上市事宜已经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昆明制药去年净利增35.12%
□本报记者 王荣 实习记者 任明杰
昆 明 制 药 公 布 的 2012 年 度
业绩快报显示，2012年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30.41亿元， 同比增
长24.94%； 净利润1.76亿元，同
比增长35.12%； 基本每股收益
0.5596元。
公司称，2012年营业利润和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减幅度超
过30%， 主 要 原 因 是 由 于 公 司
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带来的
利润增长。不过，主要原材料三七
涨价幅度较大， 增加了公司的营
业成本， 使公司业绩增长受到制
约。而两相抵消之后，公司在2012
年还是实现了经营情况和财务状
况的双向良好。

生产有序进行

*ST武锅B即将恢复上市
□本报记者 王锦
尽管债转股方案两度遭到否
决，但濒临退市边缘的*ST武锅B
已意外获得重生机会。 公司发布
恢复上市进展公告称，2012年12
月31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 《
关于同意武汉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决定
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 做好股票恢复上
市的有关工作， 并在股票恢复上
市五个交易日前披露股票恢复上
市公告。

*ST武锅B还表示， 截止到
公告披露日， 公司国内外订单
的生产正有序进行。 公司将继
续抓好国内外订单的生产和国
内订单的投标工作， 加强内部
管理，严控成本，努力提高公司
的盈利能力。
因公司2007年、2008年、2009
年连续三年亏损，*ST武锅B股票
自 2010 年 4 月 9 日 起 暂 停 上 市 。
2012年前三季度，*ST武锅B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5606.93 万 元 ， 每 股 净 资 产 为 4.0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