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盘机构鱼龙混杂 恶意坐庄“赚快钱”

市值管理有点乱

本报记者 黄莹颖

过去一年多，“市值管理”已成为上市公司中的一股“时尚”新风。 尽管公开数据无法证实上市公司实质参与市值管理的情况，但各种侧面数

据显示，上市公司参与者数量众多。不过，在各路人马涌入这一领域的同时，也充斥着各种灰色交易。一些急功近利的机构更是抱着赚快钱的心态，

在二级市场肆意妄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恶意坐庄。

市场鱼龙混杂

操刀机构画大饼

“我们老板最近又把我批了一顿。”李艾（化名）抱怨，每每股价大幅下跌，董事长都会找他到办公室训斥。这位上市公司董秘去年曾替公司运

作了一个市值管理项目，整个项目实际操刀的是李艾从外部找来的一家机构。

根据彼时情况，这家机构针对上市公司已有的ABCD四块业务重新组合。 公司七成利润由B业务提供，ACD业务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毛利率很

低，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小。而B业务明显可与热门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概念对接，显然，集中力量发展B业务能够获得市场资金认可。于是，该机构计

划将这家公司包装成一家美国科技上市公司的“影子” ，在并购、新项目等方面努力复制其商业模式。

在项目最初运作的半年内，公司股价扶摇直上，最高时涨幅超过一倍多，公司也从鲜有人问津而变为投资机构的宠儿。 不过，随着市场的快速

变化，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大幅调整，几近腰斩。 而在近期的一次公司调研活动中，参与的投资人开始发难。“也怪不得这些投资人，真金白银投进

来，但是公司很多原先给出的业绩承诺都可能落空。 ” 李艾满肚子苦水，抛出的承诺几乎都是操刀机构画出来的大饼。

去年以来，市值管理已成为上市公司中的“时尚” ，尽管公开数据无法证实上市公司实质参与市值管理的情况，但是市值管理往往涉及并购重

组。Wind资讯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647起并购交易，同比2012年增长超过50%，其中交易数目最多的12月完成并购案例89起。而

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发生并购案例2007起，涉及交易金额1.2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全年并购重组交易涉及金额的总额。此外，由于并购基金往往

涉及市值管理，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市值管理”的火爆程度。

数据显示，自2012年6月中信证券旗下金石投资获准筹建第一只券商系并购基金后，其他券商纷纷跟进，目前已经成立的券商系并购基金发

行规模超过400亿元。 而PE参与的并购基金，今年已有30多家上市公司与PE合推并购基金，基金规模最大达30亿元，平均约10亿元。

与此同时，一些阳光私募、财经公关公司纷纷转身，迎合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需求的爆发，大力开展相关业务，范围囊括投资者关系维护管理、大

宗交易、资本运作、并购重组等一系列事项。 但是不同出身的市值管理公司之间有较大差别，如财经公关公司侧重投资者关系维护，PE侧重并购重

组，私募则侧重二级市场的股价维护。 目前市值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涉及上市公司层面的市值管理，另一类是股东权益市值管理。 前者主要是投资

关系、资本运作等，后者则倾向于大小非减持、股权投融资、股权激励等。

所谓无利不起早，“简单管理可以收取数十万元服务费。 如果深度介入资本运作，除服务费以外，还可以分享千万元级别以上的股权超额利

润。 ”深圳一PE人士举例说，2012年以2000万元参与一公司定增，经过两年，目标公司股价上涨超过两倍，利润超过4000万元。

暗藏灰色交易

为赚快钱坐庄

不过，在各路人马涌入这一领域的同时，却也充斥着各种灰色交易，一些急功近利的机构更是抱着赚快钱的心态，肆意妄为。 这其中最为典型

的就是恶意坐庄。

“一些机构做市值，还是以忽悠为主，套路只是老式坐庄的变通。 一般先和上市公司层面做好勾兑，布置好大致的做股价框架，如什么时候出

利好，筹码怎么分配，最后股价上涨的收益怎么分等等。 ”深圳一熟悉市值管理的私募人士透露。

从实际运作来看，这其实就是联合坐庄。比如当某公司股价在10元的时候，上市公司层面负责出利空消息，打压股价，以方便参与机构吸筹，在

完成吸筹之后，上市公司再不断出利好，新项目、并购等等消息就会不断披露出来。“会讲一个看起来很美妙的商业模式故事，至于讲得动不动听，

就看机构的本事了。 ”上述私募人士表示。

等股价上涨到一定位置，就是出货的阶段了。“一般都选择在市场都很看好，前往调研的投资机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这样货出起来就没有压

力。 ”上述私募坦言。

不过，无论怎样新瓶装旧酒，始终改变不了“皇帝新装” 的本质，最终都会玩砸。 “现在董事长拿我开刀，也就是因为公司股价天天跌，投资人

意见大，操刀的机构原本以为具备较强的实力，能把公司的业绩做实做厚，但最终的结果却只是到此一游。 ” 前述上市公司董秘表示，操刀的机构

其实手头并没有多少资源，公司并购找不到标的，产业没法整合，起到的作用只是股价曾经上去过。

目前市场上能号称提供市值管理业务的机构派系繁杂，包括券商、财经公关、管理咨询公司、PE、私募基金等，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以PE的结果

最为靠谱。“PE毕竟自己就是做风险投资的，思考的角度与上市公司比较接近，能把公司业务坐实做厚，一般不直接参与二级市场。 ”前述PE人士

表示。相对而言，财经公关提供的服务内容仍然是传统的媒体关系管理服务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服务，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是战略管理咨询、营销战

略咨询等服务，私募基金往往容易热衷于二级市场的股价，券商则主要是为了帮助大股东套现。

热衷市值管理

大小非只为出逃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上市公司或机构运作市值管理，其出发点却在于稳定二级市场，以帮助大小非顺利出逃。 以今年上半年的市场看，大小非

减持仍是部分公司股价大幅调整的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691家公司遭遇大小非减持，净减持额达到242.89亿元，其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大小非减持最为明显，超过一亿

元的减持规模中，占比超过七成。

由大小非的减持而产生的市值管理业务，券商是主要参与力量。 券商主要利用通道优势提供股权托管管理、大宗交易、股权质押融资、融券业

务、约定式回购、高抛低吸等业务，以获得一定的佣金收入或利息收入。 这些业务中又以“高抛低吸” 最有灰色业务嫌疑。

所谓“高抛低吸” ，即上市公司股东将股票交由券商管理，由券商根据市场行情进行高抛低吸，到约定的时间再将股票交由该股东，这其中高

抛低吸产生的收益由双方按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

此外，大宗交易也颇有灰色业务嫌疑。 业内人士对于券商的大宗交易市值管理总结为：先拉升后交易的大宗交易市值管理和先大宗交易后拉

升的大宗交易市值管理。前者即上市公司减持股东事先与大宗交易商谈好交易与分成协议，然后大宗交易商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二级市场拉升股

价，最后通过大宗交易将股票以正常的折扣价卖给大宗交易商，大宗交易商第二天或第三天以当天正常的市场价格卖出；后者即上市公司减持股

东先通过大宗交易将股票以正常的折扣价卖给大宗交易商，大宗交易商再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二级市场拉升股价至目标价位后卖出，最后减持股

东与大宗交易商按约定的比例将收益分成。

不过，纯粹从做股价出发的市值管理，对投资人而言却是一个挖好的陷阱。 以一游戏公司为例，过去半年，该公司一度用二级市场募集的十几

亿资金并购了数家公司，在公司股价一路上扬的同时，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管、机构却一路出逃。 “这种模式实质上短期效应很大，就跟给人吃兴奋

剂一样，当时看起来很好，过后却后患无穷。 ”前述PE人士评价，并不是简单并购几家公司，冲一下股价就能整合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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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市值管理 大小非只为出逃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上市公司或机构运作

市值管理，其出发点却在于稳定二级市场，以帮

助大小非顺利出逃。 以今年上半年的市场看，

大小非减持仍是部分公司股价大幅调整的主要

因素。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共有691家公司遭

遇大小非减持，净减持额达到242.89亿元，其中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大小非减持最为明显，超

过一亿元的减持规模中，占比超过七成。

由大小非的减持而产生的市值管理业

务， 券商是主要参与力量。 券商主要利用通

道优势提供股权托管管理、 大宗交易、 股权

质押融资、融券业务、约定式回购、高抛低吸

等业务， 以获得一定的佣金收入或利息收

入。 这些业务中又以“高抛低吸” 最有灰色

业务嫌疑。

所谓“高抛低吸” ，即上市公司股东将股票

交由券商管理， 由券商根据市场行情进行高抛

低吸，到约定的时间再将股票交由该股东，这其

中高抛低吸产生的收益由双方按约定的比例进

行分配。

此外，大宗交易也颇有灰色业务嫌疑。业内

人士对于券商的大宗交易市值管理总结为：先

拉升后交易的大宗交易市值管理和先大宗交易

后拉升的大宗交易市值管理。 前者即上市公司

减持股东事先与大宗交易商谈好交易与分成协

议， 然后大宗交易商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二级

市场拉升股价， 最后通过大宗交易将股票以正

常的折扣价卖给大宗交易商， 大宗交易商第二

天或第三天以当天正常的市场价格卖出； 后者

即上市公司减持股东先通过大宗交易将股票以

正常的折扣价卖给大宗交易商， 大宗交易商再

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二级市场拉升股价至目标

价位后卖出， 最后减持股东与大宗交易商按约

定的比例将收益分成。

不过，纯粹从做股价出发的市值管理，对

投资人而言却是一个挖好的陷阱。 以一游戏

公司为例，过去半年，该公司一度用二级市场

募集的十几亿资金并购了数家公司， 在公司

股价一路上扬的同时，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管、

机构却一路出逃。 “这种模式实质上短期效

应很大，就跟给人吃兴奋剂一样，当时看起来

很好，过后却后患无穷。 ” 前述PE人士评价，

并不是简单并购几家公司， 冲一下股价就能

整合产业链。

操盘机构鱼龙混杂 恶意坐庄“赚快钱”

市值管理有点乱

□本报记者 黄莹颖

过去一年多，“市值管理” 已成

为上市公司中的一股“时尚” 新风。

尽管公开数据无法证实上市公司实

质参与市值管理的情况，但各种侧面

数据显示， 上市公司参与者数量众

多。 不过，在各路人马涌入这一领域

的同时，也充斥着各种灰色交易。 一

些急功近利的机构更是抱着赚快钱

的心态，在二级市场肆意妄为，其中

最为典型的就是恶意坐庄。

6月并购市场回暖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6月，国内并

购市场出现回暖迹象，与去年同期相比，

数量与金额同步上升， 并购市场平均交

易规模基本与去年相当， 其中又以生物

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的并购最为活跃。

并购市场回暖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统

计，2014年6月， 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

127起并购交易，其中披露金额的有119

起，交易总金额约为51.15亿美元，平均

每起案例资金规模约4298.13万美元。与

上月相比，6月中国市场并购交易案例

上升27.0%，总金额上升21.6%，与去年

同期相比，案例数上升98.4%，金额上升

89.5%。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与去年

同期相比，数量与金额同步上升，并购市

场平均交易规模基本与去年相当， 剔除

4月份并购大案， 二季度整体呈温和上

升趋势，市场回暖比较明显。

具体来看，2014年6月中国并购市

场共完成127起并购交易， 其中国内并

购118起， 占并购案例总数的92.9%，披

露金额的案例112起， 披露金额为37.48

亿美元，占比73.3%；海外并购7起，占比

5.5%， 披露金额案例5起， 披露金额为

7.83亿美元，占比15.3%；外资并购2起，

占比1.6%，披露金额的案例2起，披露金

额是5.84亿美元，占比11.4%。

生物技术医疗活跃

从披露的行业数量上来看，2014年

6月完成的并购案例主要分布在生物技

术/医疗健康、房地产、机械制造、建筑/

工程、电子及光电设备、互联网、清洁技

术、电信及增值业务、能源及矿产等21

个一级行业。从并购案例数量上看，生物

技术/医疗健康排在第一，共完成17起案

例，占案例总数的13.4%；机械制造行业

排在第二，共完成13起案例，占案例总

数的10.2%；房地产行业和建筑/工程位

居第三，各完成12起案例，占案例总数

的9.4%。

从披露的并购案例总金额来看，房

地产行业披露总金额位居第一， 披露金

额的案例有12起， 交易总金额为7.64亿

美元，占披露案例总金额的14.9%；生物

技术/医疗健康位居第二，披露金额的案

例有15起，披露金额为5.92亿美元，占披

露案例总金额的11.6%； 机械制造行业

则排在第三位， 披露金额的案例有12

起，披露金额为4.92亿美元，占披露总金

额的9.6%。

从并购案例平均金额来看，食品饮

料行业最高， 平均每起金额1.80亿美

元；连锁及零售行业位居第二，平均每

起金额是1.23亿美元；清洁技术行业则

排在第三， 平均每起金额是6828.00万

美元。

7月中小板解禁

压力大

□本报记者 黄莹颖

与过去半年相比，7月份解禁压力较

小，无论从解禁市值还是数量来看，在今

年都属于中游水平。 不过，单从中小板的

情况来看，7月解禁压力仍然较大。 西南

证券统计显示，7月份有24家中小板公司

的限售股解禁， 合计解禁市值为355.59

亿元， 为年内中小板公司单月解禁市值

第四高。

7月总体解禁压力一般

从市值上看，与过去半年相比，7月份

解禁压力较小。 西南证券统计显示，7月份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的解禁市值为413.27亿

元，比6月份的883.03亿元减少了469.76亿

元，减少幅度53.20%。 股改、增发等部分的

非首发原股东解禁市值为530.28亿元，比6

月份的480.29亿元增加了49.99亿元，增加

幅度为10.41%。 7月份合计限售股解禁市

值为943.55亿元， 比6月份的1363.32亿元

减少了419.77亿元，减少幅度为30.79%。 7

月份解禁市值环比减少三成， 目前计算为

2014年年内适中水平。

统计显示，7月份有限售股解禁的上

市公司64家（华菱星马在月内有2次不同

时间的限售股解禁），比6月份的102家少

38家，减少幅度为37.25%。7月份日均限售

股解禁市值为68.17亿元，比6月份的41.02

亿元减少27.14亿元，减少幅度为39.82%。

7月份平均每家公司的解禁市值为14.74

亿元，比6月份的13.37亿元增加1.38亿元，

增加幅度为10.30%。从整体情况看，和6月

份相比，7月份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家

数环比减少三成多，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

禁市值环比减少五成多，非首发限售股解

禁市值环比增加一成多，交易日数环比增

加，单日解禁压力环比减少近四成，单个

公司的解禁压力环比增加一成。 其中，7月

份单日限售股解禁公司家数在10家以上

的日期仅有7月7日的10家。

中小板解禁压力年内第四

不过，从中小板的情况看，7月解禁压

力仍然较大。 西南证券统计显示，7月份有

24家中小板公司的限售股解禁，数量占月

内解禁的64家公司的比例为37.50%，占

719家中小板公司总数的3.34%。24家公司

合计解禁市值为355.59亿元， 占当月解禁

市值的37.69%，为年内中小板公司单月解

禁市值第四高。 其中，9家公司的解禁股数

是限售期为36个月的首发原股东持股首

次解禁。

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A股比例最高

的前三家公司分别为以岭药业、 盛通股

份、 万丰奥威， 比例分别为553.85%、

214.29%、173.62%。 解禁市值最高的前三

家公司分别为以岭药业、万丰奥威、世纪

华通，市值分别为132.44亿元、45.04亿元、

32.3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按一季报财务数据和

6月20日的收盘价计算， 市盈率最高的前

三家公司分别为江粉磁材、佰利联、景兴

纸业，市盈率分别为1958.97倍、618.42倍、

303.07倍。 剔除一季报亏损的华英农业、

东方锆业、华昌化工、伊立浦4家公司，20

家中小板公司算术平均市盈率为202.63

倍。 其中，12家高于50倍。

此外，创业板7月份有16家公司的限

售股解禁， 数量占月内解禁的64家公司

的比例为25.00%， 占379家创业板公司

总数的4.22%。 16家公司合计解禁市值

为 281.22 亿元 ， 占当 月 解 禁 市 值 的

16.48%， 为年内创业板公司单月解禁市

值中等水平。按一季报财务数据和6月20

日的收盘价计算， 市盈率最高的前三家

公司分别为明家科技、冠昊生物、东宝生

物， 市盈率分别为6303.68倍、173.27倍、

134.47倍。

市场鱼龙混杂 操刀机构画大饼

“我们老板最近又把我批了一顿。 ” 李艾

（化名）抱怨，每每股价大幅下跌，董事长都会

找他到办公室训斥。 这位上市公司董秘去年曾

替公司运作了一个市值管理项目，整个项目实

际操刀的是李艾从外部找来的一家机构。

根据彼时情况，这家机构针对上市公司已

有的ABCD四块业务重新组合。 公司七成利润

由B业务提供，ACD业务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毛

利率很低，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小。 而B业务明显

可与热门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概念对接，显然，

集中力量发展B业务能够获得市场资金认可。

于是，该机构计划将这家公司包装成一家美国

科技上市公司的“影子” ，在并购、新项目等方

面努力复制其商业模式。

在项目最初运作的半年内，公司股价扶摇

直上，最高时涨幅超过一倍多，公司也从鲜有人

问津而变为投资机构的宠儿。 不过，随着市场

的快速变化，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大幅调整，几

近腰斩。 而在近期的一次公司调研活动中，参

与的投资人开始发难。“也怪不得这些投资人，

真金白银投进来， 但是公司很多原先给出的业

绩承诺都可能落空。 ” 李艾满肚子苦水，抛出的

承诺几乎都是操刀机构画出来的大饼。

去年以来， 市值管理已成为上市公司中的

“时尚” ，尽管公开数据无法证实上市公司实质

参与市值管理的情况， 但是市值管理往往涉及

并购重组。 Wind资讯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并

购市场共完成647起并购交易， 同比2012年增

长超过50%，其中交易数目最多的12月完成并

购案例89起。 而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发生并购

案例2007起，涉及交易金额1.27万亿元，相当于

2013年全年并购重组交易涉及金额的总额。 此

外，由于并购基金往往涉及市值管理，也可以从

另一侧面反映“市值管理”的火爆程度。

数据显示， 自2012年6月中信证券旗下金

石投资获准筹建第一只券商系并购基金后，其

他券商纷纷跟进， 目前已经成立的券商系并购

基金发行规模超过400亿元。 而PE参与的并购

基金，今年已有30多家上市公司与PE合推并购

基金，基金规模最大达30亿元，平均约10亿元。

与此同时，一些阳光私募、财经公关公司纷

纷转身，迎合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需求的爆发，大

力开展相关业务， 范围囊括投资者关系维护管

理、大宗交易、资本运作、并购重组等一系列事

项。 但是不同出身的市值管理公司之间有较大

差别， 如财经公关公司侧重投资者关系维护，

PE侧重并购重组，私募则侧重二级市场的股价

维护。目前市值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涉及上市公

司层面的市值管理， 另一类是股东权益市值管

理。 前者主要是投资关系、资本运作等，后者则

倾向于大小非减持、股权投融资、股权激励等。

所谓无利不起早，“简单管理可以收取数

十万元服务费。如果深度介入资本运作，除服务

费以外， 还可以分享千万元级别以上的股权超

额利润。 ” 深圳一PE人士举例说，2012年以

2000万元参与一公司定增，经过两年，目标公

司股价上涨超过两倍，利润超过4000万元。

为赚快钱坐庄 暗藏灰色交易

不过，在各路人马涌入这一领域的同时，却

也充斥着各种灰色交易， 一些急功近利的机构

更是抱着赚快钱的心态，肆意妄为。这其中最为

典型的就是恶意坐庄。

“一些机构做市值，还是以忽悠为主，套路

只是老式坐庄的变通。 一般先和上市公司层面

做好勾兑，布置好大致的做股价框架，如什么时

候出利好，筹码怎么分配，最后股价上涨的收益

怎么分等等。 ” 深圳一熟悉市值管理的私募人

士透露。

从实际运作来看，这其实就是联合坐庄。比

如当某公司股价在10元的时候，上市公司层面

负责出利空消息，打压股价，以方便参与机构吸

筹，在完成吸筹之后，上市公司再不断出利好，

新项目、并购等等消息就会不断披露出来。“会

讲一个看起来很美妙的商业模式故事， 至于讲

得动不动听，就看机构的本事了。 ” 上述私募人

士表示。

等股价上涨到一定位置， 就是出货的阶段

了。“一般都选择在市场都很看好，前往调研的

投资机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这样货出起来就

没有压力。 ” 上述私募坦言。

不过，无论怎样新瓶装旧酒，始终改变不了

“皇帝新装” 的本质，最终都会玩砸。

“现在董事长拿我开刀，也就是因为公

司股价天天跌， 投资人意见大， 操刀的机构

原本以为具备较强的实力， 能把公司的业绩

做实做厚，但最终的结果却只是到此一游。 ”

前述上市公司董秘表示， 操刀的机构其实手

头并没有多少资源， 公司并购找不到标的，

产业没法整合， 起到的作用只是股价曾经上

去过。

目前市场上能号称提供市值管理业务的机

构派系繁杂，包括券商、财经公关、管理咨询公

司、PE、私募基金等，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以PE

的结果最为靠谱。

“PE毕竟自己就是做风险投资的，思考的

角度与上市公司比较接近， 能把公司业务坐实

做厚，一般不直接参与二级市场。 ” 前述PE人

士表示。相对而言，财经公关提供的服务内容仍

然是传统的媒体关系管理服务和投资者关系管

理服务，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是战略管理咨询、

营销战略咨询等服务， 私募基金往往容易热衷

于二级市场的股价， 券商则主要是为了帮助大

股东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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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

2013年11月12日和2014年5月5日披露了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宛西制药” ） 按业务板块实施分立的相关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2013-022�号” 、“2013-023号”和“2014-014号” 公告）。

2014年7月8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宛西制药通知， 其就公司分立事项完成了工商登

记，分立新设公司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西控股” ）取得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分立完成后，宛西制药持有的本公司43.18%股份将由分立新设公司宛西控

股承继，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该事项也不会对本公司构成实质性影响。

新设公司宛西控股承继股份后，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将超过30%，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宛西控股已经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本次收购事项符合要约收购豁免情

形，宛西控股将于近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本公司股份的过户尚

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宛西控股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进行。待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及豁免批复后，公司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

份过户和登记等相关手续。

在上述相关程序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将按照宛西制药通告的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及

豁免批复前，该事项存在不确定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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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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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 20 % - 40 %

盈利

：2,360.81

万元

盈利约

：2,832.97

万元

-3,305.13

万元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了市场契机，脱硫脱硝业务取得较快增长，使得公司的

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增长，由此形成营业利润相应增加。

2014年上半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约为27万元，上年同期为8.66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

计。

2、2014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