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牌潮起

各路资本逐鹿资

本市场

本报记者 梅俊彦

金地集团4月25日公告显示，生命人寿在4月22日至25日短短4个交易日内再度抢筹，耗资达22.386亿元。 至此，生命人寿累计持有金地

集团24.8186%股份。 实际上金地被举牌只是产业资本逐鹿资本市场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沪深两市已有约20家上市公司先

后遭遇各路资本“围猎” 。

近期不少被举牌公司股价都出现凌厉的走势，引来市场对“举牌”概念股的关注。 产业资本密集举牌背后有着形形色色的逻辑，有的直

接跟被举牌公司的重组计划撞车，有的则上演着激烈的股权之争。 在A股低迷之际，产业资本似乎欲借这个时间窗口，变身为上市公司业务

和股价的“拓荒者” 。

举牌重组相互呼应

2014年前3个月，并购交易数量已经有500家次，相当于2013年全年交易的38%；并购交易金额达3851亿元，相当于2013年全年交易的

61%。 2013年9月至今年3月底，A股涨幅最大的前十家公司均与并购有关。

在并购交易频繁、公司股价走势凌厉之际，A股市场举牌事件也层出不穷。沙河股份、新黄浦、中百集团、天目药业、精伦电子等企业纷纷

被产业资本举牌。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被举牌公司都涉及重组预期。

例如精伦电子此前曾于2013年7月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但由于“重组方案与公司既定目标有差距”等因素于当年8月终止重组。 公

司彼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组事项。 今年4月12日，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举牌精伦电子。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近年来不少被举牌的公司都处于停牌重组期。 也有举牌与重组完全“撞车”的例子。 2013年10月，雅戈尔三度举牌

之后，终于成为了工大首创的第一大股东。 工大首创公告称，因公司正在筹划有关资产重组事项，自15日起停牌。

再如上海新梅去年11月28日晚宣布因筹划涉及资产收购重大事项而停牌， 但在此前的一个交易日上海新梅公告称一家上海开南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因持有上海新梅2231.92万股流通股，达到总股本的5%，触发举牌公告。

被举牌和停牌重组在时点上完全“撞车” ，难免引发市场对此涉嫌内幕交易的猜疑。 有分析人士指出，以上海新梅为例，如果开南投资

是上海新梅进行资产收购事项的关联方，那么举牌上海新梅就属于内幕交易。 不过，上海新梅高管则反复强调，上市公司此前从未接触过开

南投资。

背后动机耐人寻味

分析人士指出，不少近期被举牌的公司股价都相对较低，有可能单在二级市场交易就能获得收益。 另外，被举牌的公司还有资产干净、

负债率不高、长期负债少、主营业务集中、资源多、价值有可挖掘空间等特点。

分析人士认为，产业资本对这些干净壳资源的追逐策略可进可退。 如果A股市场走强，产业资本可以获得较好的股价收益。 如果市场走

弱，产业资本也可以发挥自有业务和被举牌公司的业务协同效应，保障投资吸引力。

举牌的动静巨大，会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往往对被举牌公司的股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期金地集团的股价就因为生命人寿和安

邦人寿的接连举牌在大盘阴跌的背景下出现了10连阳的走势。 中百集团、新世纪、依米康等被举牌公司近期股价走势都相当凌厉。

股价走强也让产业资本频频举牌的动作显得耐人寻味。实际上，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有部分资本存在大进大出的行为。去年2月底，上海

新梅大股东兴盛集团引入战略投资者南江集团，南江集团持股8.06%，市场预期南江集团或入主上海新梅，引发一阵狂热炒作。但到了9月16

日，刚刚满足5%以上股东减持与增持操作6个月的间隔，南江集团就减持了1380万股，并在9月底前将剩余的2220万股减持殆尽。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举牌是财务投资，不排除资本会在短期内减持的可能性。“比如说生命人寿举牌金地集团、安邦保险举牌招商银行，

从逻辑上讲，寿险借此为它的保险产品提高收益无可厚非。 何时举牌和何时卖掉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 ”

举牌也有可能是股权之争的一种表现。 例如，有市场人士对生命人寿和安邦保险对金地集团连连举牌解读为两险企之间和金地大股东

福田投资之间的股权之争。 不过，接近金地集团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险资持股比例较高并不意味着福田投资丧失了金地集团的控

制权，福田投资仍然掌握较大的投票权，在董事会中较有话语权。

另外一家被举牌的公司中百集团的股权之争正上演到白热化阶段。 今年4月18日，中百集团公告称分别收到股东武商联和永辉超市关

于增持公司股份的函件，其中武商联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达20%，永辉超市的持股比例则达到15%。 分析人士表示，在永辉超市快速收集

筹码的同时，武汉国资用实际增持行动亮明态度，预计未来双方的股权之争将延续较长时间。

产融资本加速渗透

参与举牌的资本可以分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类，近年来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趋势。 例如万科入股徽商银行、

恒大举牌华夏银行、生命人寿举牌金地集团、安邦保险举牌招商银行等。 产融资本相互渗透的背后或有着财务投资和拓展业务的目的。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产业资本涌入银行股旨在业务拓展以及投资多元化。 例如恒大举牌华夏银行斥资超过30亿元，出资规模超过恒大

2013年现金余额的6%，可动用资金的3%。 恒大在公告中表示，主要是为了加强双方在地产发展和银行业务上的合作。 同时恒大表示，华夏

银行财务表现强劲，对于恒大而言也是一项合理的投资。

券商分析师指出，恒大在银行股估值的低点选择介入，一方面是认可目前银行低估值显现出来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同华夏银行的股

权合作，有望为恒大地产的购房者提供包括个人按揭的便利以及其他金融业务在内的多种金融服务，提高双方客户的满意度，同时通过华

夏银行为恒大地产上下游以及相关产业链提供便捷的融资支持。

金融资本的行动则更为神秘。 例如生命人寿的举牌理由比恒大简单。 生命人寿在权益变动报告书表示，买入金地集团股票的目的是出

于对金地集团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另外，去年年底安邦财险也斥资136.78亿元举牌招商银行。 安邦保险集团表示，选择购买招商银行是出于

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看好，做长期价值投资。

对于财务投资是否就是险资的唯一意图，市场有诸多猜测，生命人寿举牌金地集团被认为是为了布局房地产，安邦财险举牌招商银行

被认为是谋求借用招行的平台开展各项业务合作。

不过，接近金地集团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市场对此或存在过度解读。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更愿意把生命人寿举牌金地看成

是财务投资。 该人士指出，生命人寿举牌金地是否是布局房地产行业目前还不好说，举牌房地产企业符合险资一贯的投资逻辑。

险资一向钟情大蓝筹，险资在二级市场投向了不少银行、地产股。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不少蓝筹股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都有险资的踪

迹。分析人士指出，股价低和分红高是险资选择银行股和地产股的原因之一。 例如，招行和金地集团的股息分红政策都较为诱人。 自2012年

起招行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当年税后净利润的30%，金地集团则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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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年2月24日，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了《关于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2014年2月24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股票自2014年2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4年3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

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

2014年3月13日、2014年3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4年3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延期至不超过2014年4月25日复牌。2014年3月27日、2014年4月3日、2014年4月

10日、2014年4月14日、2014年4月21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公告》。

2014年4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 因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工作尚未完成，仍处谈判之中，公司无法按原预计时间披露在2014年4

月25日之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相关文件并复牌，经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即延期至

不超过2014年5月24日复牌。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公司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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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于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为

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并于2014

年4月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13号)，公司股票于2014

年4月1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4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发布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14）。 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8日、

2014年4月15日、4月22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本次收购涉及的各方正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目前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本公

司原计划于2014年4月29日复牌，鉴于本次收购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收购方案涉及的相

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工作，收购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为

做到本次收购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收购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自2014年4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

续停牌时间累计不超过60天。即承诺争取在2014年6月27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

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后，如未能在累计停牌时间3个月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自

公司发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公告之日起至少6个月内将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相关工作，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继续停牌期间，公司会根据有关规定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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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资本加速渗透

参与举牌的资本可以分为产业资

本和金融资本两大类，近年来出现了产

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趋势。

例如万科入股徽商银行、恒大举牌华夏

银行、生命人寿举牌金地集团、安邦保

险举牌招商银行等。 产融资本相互渗

透的背后或有着财务投资和拓展业务

的目的。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产业资本涌入

银行股旨在业务拓展以及投资多元化。

例如恒大举牌华夏银行斥资超过30亿

元，出资规模超过恒大2013年现金余额

的6%，可动用资金的3%。恒大在公告中

表示，主要是为了加强双方在地产发展

和银行业务上的合作。 同时恒大表示，

华夏银行财务表现强劲，对于恒大而言

也是一项合理的投资。

券商分析师指出，恒大在银行股估

值的低点选择介入，一方面是认可目前

银行低估值显现出来的投资价值，另一

方面同华夏银行的股权合作，有望为恒

大地产的购房者提供包括个人按揭的

便利以及其他金融业务在内的多种金

融服务，提高双方客户的满意度，同时

通过华夏银行为恒大地产上下游以及

相关产业链提供便捷的融资支持。

金融资本的行动则更为神秘。 例如

生命人寿的举牌理由比恒大简单。 生命

人寿在权益变动报告书表示，买入金地

集团股票的目的是出于对金地集团未

来发展前景看好。 另外，去年年底安邦

财险也斥资136.78亿元举牌招商银行。

安邦保险集团表示，选择购买招商银行

是出于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看好，做长期

价值投资。

对于财务投资是否就是险资的唯

一意图，市场有诸多猜测，生命人寿举

牌金地集团被认为是为了布局房地产，

安邦财险举牌招商银行被认为是谋求

借用招行的平台开展各项业务合作。

不过，接近金地集团人士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市场对此或存在过度解

读。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更愿意把

生命人寿举牌金地看成是财务投资。 该

人士指出，生命人寿举牌金地是否是布

局房地产行业目前还不好说，举牌房地

产企业符合险资一贯的投资逻辑。

险资一向钟情大蓝筹，险资在二级

市场投向了不少银行、地产股。 公开信

息显示，目前不少蓝筹股十大流通股东

名单中都有险资的踪迹。 分析人士指

出，股价低和分红高是险资选择银行股

和地产股的原因之一。 例如，招行和金

地集团的股息分红政策都较为诱人。 自

2012年起招行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当

年税后净利润的30%， 金地集团则是

10%。

举牌潮起 各路资本逐鹿A股市场

□本报记者 梅俊彦

金地集团公告显示，生命人寿在4月22

日至25日短短4个交易日内再度抢筹，耗资

达22.386亿元。 至此，生命人寿累计持有金

地集团24.8186%股份。 实际上，金地被举

牌只是各路资本逐鹿资本市场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沪深两市已有约20

家上市公司先后遭遇各路资本“围猎” 。

近期不少被举牌公司股价出现凌厉的

走势，引来市场对“举牌” 概念股的关注。产

业资本密集举牌背后有着形形色色的逻

辑， 有的直接跟被举牌公司的重组计

划撞车， 有的则上演着激烈的股

权之争。 在A股低迷之际，产业资

本似乎欲借这个时间窗口， 变身

为上市公司业务和股价的 “拓荒

者” 。

险企举牌释放

布局养老地产信号

□本报记者 李超

近期生命人寿和安邦保险举牌动向引起市场诸多猜测。 在

二者捉对举牌金地集团正酣之际， 保险公司探路房地产的苗头

已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两家保险公司举牌动向或释放

出借金地资源涉足养老地产的信号。

生命人寿逼近持股上限

4月26日，金地集团披露的信息显示，生命人寿万能H账户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入金地集团约2.24亿股， 生命人寿

累计持有金地集团约11.0976亿股， 合计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24.8186%。扣除授权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

的股份， 生命人寿所拥有金地集团有表决权股份约为8.9476亿

股，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20.0104%。

4月18日， 生命人寿召开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继续增持金地集团，持股比例不超过金地集团总股

本的30%。

公告披露， 生命人寿本次权益变动累计支付资金总额约为

22.386亿元，全部来源于责任准备金，不存在借贷、发债等资金

来源，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生命人寿暂无未来12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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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上市公司拟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其它重组计划。除林胜德外，暂无其他对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主动调整的具体计划。

至此，生命人寿成为金地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将安邦保险甩

在身后。

生命人寿披露的近六个月以来买入金地集团股票情况显

示， 增持最高每股股价从2013年10月的5.95元升至今年4月的

10.29元，成交数额在今年4月达到最高峰3.31亿股，远远高于之

前各月的增持量。

“生命人寿再度举牌，让人感觉到这家公司的霸气。 如果安

邦保险继续跟进， 那么他们在房地产上做文章的意图将更加明

显。本来都有这个领域的基因，看好并持续增持金地也是很自然

的。现在外界只是要看这场戏如何收场。” 一位保险公司管理层

人士表示。

或探路养老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两家保险公司频频举牌房地产公司的背后

考量。 一位已经涉入养老地产开发项目的保险公司人士表示，

随着此番生命人寿、 安邦保险增持股份并分别进入金地董事

会，双方在金地的“话事权” 方面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如果将来

有一天两家保险公司宣布借金地集团的资源踏足养老地产，不

是意外之举。

“虽然现在看起来影响有限， 金地集团也还没有布局养老

地产的迹象，但如果增持继续下去，金地集团的管理层格局和业

务板块的确存在调整的可能。 ” 该人士认为，二者收购公司股

权，并将公司资产变卖套现的情况有可能发生，但考虑到目前泰

康人寿、 中国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涉足养老产业开发的现状和

金地集团被增持的事件本身，短期内套现的几率不会很大。投资

养老地产本身与保险公司投资的需求有契合之处， 所以通过增

持实现养老地产业务方面的试探发展是有可能的。

4月18日，保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

办法〉的决定》中对原暂行办法中第十六条有关险资投资具体

资产的比例进行了调整，新规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届时，险

资运用需符合保监会相关比例要求， 保监会可以根据情况调整

险资运用的投资比例。此次修改被认为是对险资运用继续松绑。

而在投资大类资产监管比例方面的最新规定是，权益类资产、不

动产类资产，不高于保险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30%。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 只要房地产行业的整体估值水平不发

生系统性改变，类似金地集团的事件就可能再次发生。为了确保

对公司一定的影响力， 长线资金选择持续增持特定公司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相关政策趋于宽松， 加上有城镇化、 养老产业等概念炒

作，两家险企正好在金地集团内铆劲，肯定是看中房地产板块的

前景，想搏一搏。 ” 接近生命人寿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除了

在险资投资方面加大力度寻找机会，对已经持有的股票加码，也

合乎生命人寿的行事逻辑。 至于是否会以此为踏板进入养老地

产开发的圈子，现在还不好确认。

险资增持举动料延续

进入2014年，产业资本增持大潮涌动。 就险资而言，医药、房

地产、农业、能源等板块都成为险资关照的对象。随着一系列险资

运用政策的明确、落实，保险公司在多方面的动作也愈加抢眼。

“现在房地产资金面有所收紧， 而保险资金投资方面逐渐

放开，前者需要注资，后者需要寻找投资管道，所以一拍即合。 ”

某保险公司创新事业部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包括金地集团在内的主流地产股，其市

值相比较净资产价值存在大幅折价。而险资作为既可以买楼，又

可以买股票的投资者，当前买地产股的确比买楼合适。流通股东

能够选择增持的又一条件是标的上市公司有实质的影响力，上

市公司的杠杆率基本安全。

“保险资金现在积极寻找发力点， 两家险企对金地集团的

增持动作只是一个信号。险资下一步还会寻找更多的机会，而房

地产股将是一个重点。 ” 前述保险公司人士表示。

警惕举牌概念股后市风险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4月下旬以来， 随着生命人寿与安邦人

寿增持“大战” 的白热化，金地集团股价持续

走强，上周五该股大涨9.30%，并带动一批举

牌概念股爆发。与此同时，武商联也在近一周

时间内增持中百集团5%股份，令其持股比例

增加到18.07%。

分析人士表示，进入4月A股持续弱势运

行，不少先前活跃的热点题材板块降温，但同

期地产、银行板块却逆势而动，频频占据行业

涨幅榜前列。在此背景下，险资进入上述领域

既能获取较高的安全边际，规避系统性风险，

又是产业资本通过举牌进入上市公司管理层

的好时机。此后无论是逢高位减持获利，还是

开展企业重组，均能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Wind数据显示，从4月1日至今，金地集

团股价累计涨幅已达47.69%。 4月以来，中百

集团股价累计涨幅达15.61%。 除上述两家企

业外，沪深两市还有华夏银行、天目药业等多

家公司被产业资本举牌。

在举牌热背后， 部分被举牌公司在两融

市场上的境遇值得关注。以金地集团为例，上

周四、五两天，两融投资者已经趁股价高企之

时展开融资净偿还。 Wind数据显示，金地集

团上周四融资偿还额度为8.08亿元， 其当日

净买入额为-6.71亿元。

部分私募人士认为， 险资最终目的是赚

钱，短期内如此大规模、如此高调增持很大程

度上是短线炒作，因此高位减持概率很大。两

融市场的表现佐证了这一观点。

金地集团一季报显示， 该公司营业收入

31.5亿元，同比下降25.9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934.38万元， 同比下降

73.65%。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举牌案例增多，

市场或出现交易性机会， 但此类个股的年报

及一季报业绩会很大程度上制约股价。 短期

内，这将成为个股走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和谐健康保险举牌金融街

□本报记者 郭力方

继金地集团被安邦财险和生命人寿举

牌后，又有一家地产巨头被险资举牌。 金融

街28日公告，公司于4月25日晚收到和谐健

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其通过二级市

场交易累计持有公司股票已达15135.4068

万股，占公司股权比例为5.000003%。

公开资料显示，和谐健康保险股份公司

的前身是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

国内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之一。 该公司注册

资本金21亿元，总部设在四川成都，拥有上

海、 江苏等多家省级分公司及地市级机构，

初步形成了覆盖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

服务网络。

举牌重组相互呼应

2014年前3个月， 并购交易数量已

经有500家次， 相当于2013年全年交易

的38%； 并购交易金额达3851亿元，相

当于2013年全年交易的61%。 2013年9

月至今年3月底，A股涨幅最大的前十家

公司均与并购有关。

在并购交易频繁、公司股价走势凌

厉之际，A股市场举牌事件也层出不穷。

沙河股份、新黄浦、中百集团、天目药

业、精伦电子等企业纷纷被产业资本举

牌。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被举牌公司都

涉及重组预期。

例如精伦电子此前曾于2013年7月

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但由于“重组

方案与公司既定目标有差距” 等因素于

当年8月终止重组。 公司彼时承诺，自复

牌之日起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组事项。

今年4月12日，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举牌精伦

电子。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近年来不

少被举牌的公司都处于停牌重组期。 也

有举牌与重组完全 “撞车” 的例子。

2013年10月， 雅戈尔三度举牌之后，终

于成为了工大首创的第一大股东。 工大

首创公告称，因公司正在筹划有关资产

重组事项，自15日起停牌。

再如上海新梅去年11月28日晚

宣布因筹划涉及资产收购重大事项

而停牌，但在此前的一个交易日上海

新梅公告称一家上海开南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因持有上海新梅2231.92

万股流通股，达到总股本的5%，触发

举牌公告。

被举牌和停牌重组在时点上完全

“撞车” ， 难免引发市场对此涉嫌内幕

交易的猜疑。 有分析人士指出，以上海

新梅为例，如果开南投资是上海新梅进

行资产收购事项的关联方，那么举牌上

海新梅就属于内幕交易。 不过，上海新

梅高管则反复强调，上市公司此前从未

接触过开南投资。

背后动机耐人寻味

分析人士指出，不少近期被举牌的

公司股价都相对较低，有可能单在二级

市场交易就能获得收益。 另外，被举牌

的公司还有资产干净、 负债率不高、长

期负债少、主营业务集中、资源多、价值

有可挖掘空间等特点。

分析人士认为，产业资本对这些干

净壳资源的追逐策略可进可退。 如果A

股市场走强，产业资本可以获得较好的

股价收益。 如果市场走弱，产业资本也

可以发挥自有业务和被举牌公司的业

务协同效应，保障投资吸引力。

举牌的动静巨大，会引起市场的广

泛关注，往往对被举牌公司的股价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期金地集团的股价

就因为生命人寿和安邦人寿的接连举

牌在大盘阴跌的背景下出现了10连阳

的走势。 中百集团、新世纪、依米康等被

举牌公司近期股价走势都相当凌厉。

股价走强也让产业资本频频举牌

的动作显得耐人寻味。 实际上，从以往

的经验来看，有部分资本存在大进大出

的行为。 去年2月底，上海新梅大股东兴

盛集团引入战略投资者南江集团，南江

集团持股8.06%， 市场预期南江集团或

入主上海新梅，引发一阵狂热炒作。 但

到了9月16日，刚刚满足5%以上股东减

持与增持操作6个月的间隔， 南江集团

就减持了1380万股， 并在9月底前将剩

余的2220万股减持殆尽。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举牌是财务投

资，不排除资本会在短期内减持的可能

性。 “比如说生命人寿举牌金地集团、

安邦保险举牌招商银行， 从逻辑上讲，

寿险借此为它的保险产品提高收益无

可厚非。何时举牌和何时卖掉是完全市

场化的行为。 ”

举牌也有可能是股权之争的一种

表现。例如，有市场人士对生命人寿和

安邦保险对金地集团连连举牌解读为

两险企之间和金地大股东福田投资之

间的股权之争。不过，接近金地集团人

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险资持股

比例较高并不意味着福田投资丧失了

金地集团的控制权， 福田投资仍然掌

握较大的投票权， 在董事会中较有话

语权。

另外一家被举牌的公司中百集团

的股权之争正上演到白热化阶段。 今年

4月18日， 中百集团公告称分别收到股

东武商联和永辉超市关于增持公司股

份的函件，其中武商联及其关联方的持

股比例达20%，永辉超市的持股比例则

达到15%。 分析人士表示，在永辉超市

快速收集筹码的同时，武汉国资用实际

增持行动亮明态度，预计未来双方的股

权之争将延续较长时间。

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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