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约门”渐成“报警器” 佳兆业殃及内房股

本报记者 徐学成

佳兆业（01638.HK）债务违约事件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除公司债券价值大幅缩水之外，还引发海外投资者对港交所上市的内房股的恐慌心理。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于内房股潜在的风险和成长前景，海外投资者正在进行的新的评估。 “一种新的风险将引起重视” ，有投资界人士称。

回顾2014年，海外市场成为内房股最为倚重的融资渠道，虽然成本不断上升，但上市房企仍不惜通过配股进行融资，折射出内房企对于资金的渴求。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受佳兆业（01638.HK）债务违约的影响，内房股在估值和信用评级上的表现将出现更大的分化，对于中小房企来说，融资成本将进一步被拉高，恐引发海外“输血”受阻，更多的债务违约事件有可能会被陆续引爆。

佳兆业或是第一只“黑天鹅”

2014年末，佳兆业集团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11月以来，深圳的房产项目陆续遭锁定，紧接着，公司内部高层动荡。 而一波未平，“破产重组”的传言又起,1月7日公司发布公告澄清，表示“董事会于2015年1月6日并无举行会议，而本公司亦没有通过任何有关本集团的清盘及重组的决议案。 ”

从房源被锁到债务违约爆发，佳兆业（01638.HK）股价开始出现大幅下跌。 根据记者统计，从2014年12月1日开始截至今年1月7日，佳兆业在14个交易日内的股价下跌幅度高达47%，市值几乎蒸发一半。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该股急剧下挫反映了投资者对佳兆业估值的重新判断，上述事件对公司股价和估值的影响可见一斑。

佳兆业房源被锁事件发生后，此前一直作为其好拍档的生命人寿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生命人寿自2013年10月起多次斥巨资增持佳兆业（01638.HK）。 最近的一次耗资5.75亿港元，均价高达2.89港元/股，而佳兆业目前的股价已经跌至1.59港元。 生命人寿数次在2.4港元/股的高位增持，粗略统计，其至今已遭遇10亿港元以上的账面浮亏。

实际上，生命人寿只是佳兆业（01638.HK）债务违约事件“苦主”中的一例。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佳兆业事件目前已经波及多家金融机构及合作伙伴，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开始行动，意在通过法律途径挽救潜在的损失。

这无异于一次“黑天鹅事件” ，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如此。 “这件事让海外市场对一种新的风险开始重视起来” ，房地产金融领域资深评论人黄立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黄立冲称，佳兆业债务违约将使得海外投资者意识到，对于内房股来说，除去政策风险以外，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带来的影响将更加凸显。

一种隐忧开始在海外投资者之间蔓延开来。 一位投资界人士称，多数人还认为佳兆业（01638.HK）的遭遇只是个案，但谁又能保证没有“下一个佳兆业” ？

而在此前，佳兆业即被看作“另一个光耀地产” 。 2014年6月，惠州本土房企光耀地产被曝多个项目停工，此后光耀地产“破产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截至目前，光耀地产资金链断裂后的“善后工作”仍然是一个谜团。

与光耀地产类似的是，佳兆业违约也系资金链紧张引起。 截至发稿前，佳兆业不仅因未按时偿还汇丰银行的4亿港元贷款而构成违约，还面临合作伙伴撤回12亿元人民币合作项目投资款项的要求。 不仅如此，根据记者了解，佳兆业还需在1月8日之前偿还一笔2600万美元的债息，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 。

佳兆业事件对于投资者来说，无异于增加了新的风险警示。 有投行人士甚至认为，连续爆发的内房企资金链断裂事件可能会引发海外投资者的恐慌心理，对内房股的风险评估也将变得更为谨慎和苛刻。

债券市场已经开始有所反应。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佳兆业（01638.HK）此前发行的多笔美元债券的价格已大幅度跳水。 相关分析认为，如果有更多的违约事项发生，其债券价格将会继续走低，也会引发投资者更多的抛售。

股价分化料加剧

信用评级机构也开始变得警惕。 佳兆业违约事件爆发后，公司信用评级已经遭遇多家机构下调。 最新消息显示，穆迪已将佳兆业评级调低评级至Caa3，同时给予负面展望，并不排除进一步降低评级。 标普则已经将其债信评级从BB-调降至“选择性违约” ，并称该公司再度违约的“可能性极高” 。

海通证券指出，离岸债市接连曝出违约，需警惕避险情绪传染至在岸市场。 景气度不佳行业、周期向下行业、中小民营企业的信用风险仍然值得警惕。

除此之外，在业内人士看来，佳兆业违约事件引发的另一个反应将在于，内房股估值和股价分化的“马太效应”也会更加凸显。

不过，据记者观察，佳兆业违约事件发生以来，内房股在股价上的表现并未出现大幅的滑坡。 业内人士指出，短期来看，该事件依然被更多地看作是个案，所以其“连锁反应”尚未显现。 除此之外，由于今年一线城市限购政策放松的预期仍在支撑市场对内房股的前景判断，所以股价上并未出现太多波动。

但黄立冲认为，无论是从前景判断，还是股价表现上，内房股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将在2015年更加凸显。 “总的来说，只要是内房股，能够上市的一般都有一定的规模，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内房股的政策风险相对更小，大型民营房企会有好的表现，但比较弱的将会继续低迷” 。 在他看来，2015年是房地产行业利益重新分配的一年，内房股在股价上的分化将更加严重。

海外“输血”恐受阻

信用风险评估的分化，也将导致内房企在进行海外融资时的资本成本出现反差。 以此前两家在海外发行票据的内房企为例，万科于2014年11月发行了总额为18亿元的3年期中期票据，市场评估其发行利率可能仅为6%，但港股上市房企———龙光地产（03380.HK）此后发行完成的2017年到期的美元优先票据的利率却高达9.75%。

业内人士指出，发行利率的高低也显示出内房企在信用资质上的不同，佳兆业违约事件带来的影响则在于，机构对于民营房企或者中小房企的信用评级将会更为谨慎，从而直接影响其后续融资的资金成本。 黄立冲则认为，整个内房企在海外的发债融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另一方面，2014年开始，内房企对于海外融资的依赖程度已经开始超过境内融资。 中原地产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年前10个月，10家标杆房企共计融资1111.5亿元，相当于2013年全年融资金额的85%，其中海外融资规模达740.14亿元，占融资总额的66.6%，而国内融资占比仅为33.4%。

在上述背景下，内房企或许需要拿出更具吸引力的筹码。 黄立冲认为，目前来看，选择供股融资的内房企将会更多。 记者了解到，2014年，先后有碧桂园（02007.HK）、雅居乐（03383.HK）以及富力地产（02777.HK）通过供股融资，供股折价率甚至高达30%。 业内普遍认为，供股融资是把“双刃剑” ，虽在获得资金的同时不至于拉高负债率，但同时对公司估值却是极大的损伤。

对于内房企来说，可选择的路径并不多。 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在于，在融资成本高企、海外市场更为谨慎的形势下，内房企的海外融资会遭遇更大的阻碍。 对于资金链紧张的中小房企来说，输血受阻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不仅限于此：目前大部分内房企寄望于“发新债偿旧债” ，但这种愿望一旦落空，与佳兆业类似的债务违约或许将不仅仅是个案。

A股地产不会“躺枪”佳兆业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持续发酵的佳兆业“黑天鹅”

事件会不会成为压倒A股地产板块

的那一根稻草，目前而言，这种可能

性似乎并不存在。一方面，虽然债务

缠身， 但佳兆业资产为债务的1.32

倍，财务风险基本可控；另一方面，

受限购政策放松、 央行降准降息预

期升温支撑，楼市“暖冬” 基本可

期， 该突发事件可以影响但却难以

撼动板块行情。

不过受到佳兆业因素激发，后

市投资者布局地产股时势必更关注

标的基本面和资金链表现， 从这个

意义上说， 地产板块或存在短线分

化可能。尤其结合A股大势看，包括

地产在内的蓝筹板块近期的下调压

力渐增， 未来部分业绩较差的地产

股和资质良好标的之间的差距有望

进一步拉大。

地产板块涨势未消

事实上， 从佳兆业爆出债务存

在交叉违约风险至今已有数个交易

日，在这期间，A股房地产板块并未

出现传说中的暴跌， 反而近5个交

易日来累计录得3.84%阶段涨幅，

且其中还涵盖昨日蓝筹股集体下调

拖累地产板块下跌2.42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 这表明经历过去年

二季度低潮期后， 伴随行业进入景

气“平台期” ，心态上当前投资者已

经不再风声鹤唳， 对单纯的事件性

利空反应有限。

从个股方面看， 虽然整体上近

一周下跌地产股数量仍远超上涨

股， 但跑赢大盘的强势地产股并不

匮乏，如金丰投资、天保基建、大名

城、 华丽家族等股票涨幅均在10%

以上， 具体涨幅分别为15.38% 、

14.11%、12.64%和10.34%。 而且这

一周来，沪深主板高位震荡，导致市

场机遇大多存在于盘子较小的中小

市值股身上， 作为重要权重的房地

产板块自然难以施展拳脚， 而包括

上述四只股票在内的部分地产股仍

能逆势上涨， 也从侧面折射出板块

内部其实依旧存在局部机遇。

横向比较个股近期走

势还可以发现，当前A股房

地产板块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往日领涨板块的大市值地产股慢慢

让位于行业二线股， 板块指数上涨

时此类二线股涨幅更胜一筹， 而指

数回调时则此类品种抗跌能力更

强。不过，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更多

来自历史因素引发的内部结构性调

整， 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个公司负面

消息打压。因此，即便佳兆业事件最

后得以妥善解决， 这一市场逻辑也

不会就此逆转。

三大预期托底行情

站在供求关系角度， 库存高企

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压制地产行业复

苏的最大阻力。 但随着中国经济切

换至“新常态” ，政策面、资金面及

行业基本面都迎来一些新的预期变

化，分析人士认为，这或成为托底地

产行情的“力量之手” 。

政策面， 北京市政府近期提高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释放出房地

产政策继续宽松信号； 地方政府限

购松绑也重新提上日程， 这对消化

地产企业存量房是重大利好。 从数

据看，去年12月重点城市房产成交

量环比已经有所上升， 若考虑到宽

松政策扩散效应， 则房地产成交量

有望稳步回升。

资金面，2014年下半年以来制

造业PMI指数持续下滑，CPI水平

也维持下行，从维稳经济目的出发，

进一步降准降息值得憧憬， 作为流

动性宽松的重要受益对象， 地产行

业失速的可能渐渐渺茫。

基本面，2015年固然不存在全

国性的市场机会，但分地区来看，区

域性的行情亮点大有可能。 特别是

那些整合转型启动较早、 成本控制

效果突出、 资金链顺畅的区域性龙

头企业更有可能脱颖而出。

因此综合研判，受诸多支撑因

素提振，地产板块后市不会出现超

预期下跌，但考虑到2014年下半年

至今，蓝筹板块轮动单边推动大盘

上涨千余点，技术调整需求带来的

风险仍值得投资者警惕。 短期而

言，在年报概念发酵、佳兆业事件

提示资金链风险的背景下，一二线

地产股之间的跷跷板现象或更加

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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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机构认为

地产股仅为阶段性机会

□本报记者 张昊

2015开年以来，地产板块表现抢眼，而最近几

个交易日这一板块又有所回落。 一面是地产公司基

本面的持续趋弱，另一面则是卖方策略的乐观唱多。

在部分买方机构看来， 地产股或许只能持续阶段性

的行情。

地产板块高歌猛进

1月5日，2015年第一个交易日， 当天的市场明

星非地产股莫属。 地产板块当天再现去年年末出现

过的集体狂欢。截至当天收盘，房地产板块整体涨幅

近5%，其中中粮地产、首开股份、顺风恒业、中房地

产、保利地产、万通地产等6股涨停，北辰实业、万科

A等涨逾7%。 11月末至今，地产龙头万科的涨幅已

经超过30%，保利地产同期的涨幅更是接近90%。

2014年3月以来， 地产板块走出了三轮相对亮

眼的行情， 前两轮分别是去年3月份和7月—10月，

催化因素是政策的预期改变，第三轮则是11月份至

今，催化因素则是央行降息，基本面回暖。事实上，尽

管地产行业的利好政策不断推出， 但最大的涨幅还

是出现在本轮蓝筹股启动之后，此时的“风”终于吹

向了地产。

即使在地产板块出现调整之际， 券商的研报还

是对这一行业抱有信心。广发证券表示，从目前的环

境看，到2015年一季度，政策环境将处于持续的友

好期， 未来不排除在营业税方面有利好行业的政策

出台。信贷方面，降息之后公积金贷款利率的调整也

陆续在各个城市展开。 政策和信贷处于相对有利的

环境，其背后逻辑一方面是经济存在失速风险，而房

地产始终是经济的稳定器， 另一方面则是目前的

CPI同比继续下行， 宏观层面更多担忧的是通缩而

非通胀。从库存情况看，未来一个季度房价上涨风险

不大，整体仍将以下跌为主。

买方机构保持冷静

尽管卖方机构对于地产板块保持信心， 但是真

正行使市场行为的买方机构却保持冷静， 而寻找地

产股的利空因素并不困难。

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列举了这样的数据，

“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顶峰已经过去了，

2012年之前，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

23%以上， 而经过近三年的下台阶之后，2014年

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降至15.9%。 考虑到

这几年为了稳增长， 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批复和开

工了大量基建项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增速还在

不断地下台阶， 更加凸显固定资产投资的难以为

继” 。

另一位深圳公募基金经理表示，2014年11月、

12月以来，地产销售数据有所回升，这可能是增量

资金看好地产板块的理由， 同时地产板块又具备低

估值蓝筹的诸多特征，因此“风”吹向地产股并不难

理解。

吊诡的是， 本轮增量资金很多都是从房地产行

业流入股市的， 这些资金一方面不看好地产行业的

前景，一方面却把地产股推向高位。

海外“输血” 恐受阻

信用风险评估的分化， 也将导致内房企在进

行海外融资时的资本成本出现反差。 以此前两家

在海外发行票据的内房企为例，万科于2014年11

月发行了总额为18亿元的3年期中期票据， 市场

评估其发行利率可能仅为6%， 但港股上市房

企———龙光地产 （03380.HK） 此后发行完成的

2017年到期的美元优先票据的利率却高达

9.75%。

业内人士指出， 发行利率的高低也显示出内

房企在信用资质上的不同， 佳兆业违约事件带来

的影响则在于， 机构对于民营房企或者中小房企

的信用评级将会更为谨慎， 从而直接影响其后续

融资的资金成本。黄立冲则认为，整个内房企在海

外的发债融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另一方面，2014年开始， 内房企对于海外融

资的依赖程度已经开始超过境内融资。 中原地产

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年前10个月，10家标杆房

企共计融资1111.5亿元，相当于2013年全年融资

金额的85%，其中海外融资规模达740.14亿元，占

融资总额的66.6%，而国内融资占比仅为33.4%。

在上述背景下， 内房企或许需要拿出更具吸

引力的筹码。 黄立冲认为，目前来看，选择供股融

资的内房企将会更多。 记者了解到，2014年，先后

有碧桂园（02007.HK）、雅居乐（03383.HK）以

及富力地产（02777.HK）通过供股融资，供股折

价率甚至高达30%。业内普遍认为，供股融资是把

“双刃剑” ，虽在获得资金的同时不至于拉高负债

率，但同时对公司估值却是极大的损伤。

对于内房企来说，可选择的路径并不多。一些

业内人士的担忧在于，在融资成本高企、海外市场

更为谨慎的形势下， 内房企的海外融资会遭遇更

大的阻碍。对于资金链紧张的中小房企来说，输血

受阻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不仅限于此： 目前大部

分内房企寄望于“发新债偿旧债” ，但这种愿望一

旦落空， 与佳兆业类似的债务违约或许将不仅仅

是个案。

“违约门” 渐成“报警器” 佳兆业殃及内房股

□本报记者 徐学成

佳兆业（01638.HK）债务违约事件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除公司债券价值大幅缩水之外，还

引发海外投资者对港交所上市的内房股的恐慌心理。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于内房股潜在的

风险和成长前景，海外投资者正在进行新的评估。 “一种新的风险将引起重视” ，有投资界人士称。

回顾2014年，海外市场成为内房股最为倚重的融资渠道，虽然成本不断上升，但上市房企仍不惜通

过配股进行融资，折射出内房企对于资金的渴求。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受佳兆业债务违

约的影响，内房股在估值和信用评级上的表现将出现更大的分化，对于中小房企来

说，融资成本将进一步被拉高，恐引发海外“输血” 受阻，更多的债务违约事件有可

能会被陆续引爆。

佳兆业或是第一只“黑天鹅”

2014年末， 佳兆业集团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11月以来，深圳的房产项目陆续遭锁定，紧接着，

公司内部高层动荡。 而一波未平，“破产重组”的

传言又起,1月7日公司发布公告澄清，表示“董事

会于2015年1月6日并无举行会议，而本公司亦没

有通过任何有关本集团的清盘及重组的决议

案。 ”

从房源被锁到债务违约爆发， 佳兆业股价开

始出现大幅下跌。根据记者统计，从2014年12月1

日开始截至今年1月7日，佳兆业在14个交易日内

的股价下跌幅度高达47%，市值几乎蒸发一半。市

场分析人士认为， 该股急剧下挫反映了投资者对

佳兆业估值的重新判断， 上述事件对公司股价和

估值的影响可见一斑。

佳兆业房源被锁事件发生后， 此前一直作为

其好拍档的生命人寿充当了“救火队员” 的角色。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生命人寿自2013年10

月起多次斥巨资增持佳兆业。 最近的一次耗资

5.75亿港元，均价高达2.89港元/股，而佳兆业目前

的股价已经跌至1.59港元。 生命人寿数次在2.4港

元/股的高位增持，粗略统计，其至今已遭遇10亿

港元以上的账面浮亏。

实际上， 生命人寿只是佳兆业债务违约事件

“苦主” 中的一例。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佳兆

业事件目前已经波及多家金融机构及合作伙伴，

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开始行动，意在通过法律途径

挽救潜在的损失。

这无异于一次“黑天鹅事件” ，其引发的连锁

反应不仅如此。 “这件事让海外市场对一种新的

风险开始重视起来” ， 房地产金融领域资深评论

人黄立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黄立冲称，佳兆

业债务违约将使得海外投资者意识到， 对于内房

股来说，除去政策风险以外，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带

来的影响将更加凸显。

一种隐忧开始在海外投资者之间蔓延开

来。一位投资界人士称，多数人还认为佳兆业的

遭遇只是个案，但谁又能保证没有“下一个佳

兆业” ？

而在此前，佳兆业即被看作“另一个光耀地

产” 。 2014年6月，惠州本土房企光耀地产被曝多

个项目停工，此后光耀地产“破产危机” 一发不可

收拾，截至目前，光耀地产资金链断裂后的“善后

工作” 仍然是一个谜团。

与光耀地产类似的是，佳兆业违约也系资金链

紧张引起。 截至发稿前，佳兆业不仅因未按时偿还

汇丰银行的4亿港元贷款而构成违约， 还面临合作

伙伴撤回12亿元人民币合作项目投资款项的要求。

不仅如此，根据记者了解，佳兆业还需在1月8日之

前偿还一笔2600万美元的债息，可谓“屋漏偏逢连

阴雨” 。

佳兆业事件对于投资者来说， 无异于增加了

新的风险警示。有投行人士甚至认为，连续爆发的

内房企资金链断裂事件可能会引发海外投资者的

恐慌心理， 对内房股的风险评估也将变得更为谨

慎和苛刻。

债券市场已经开始有所反应。 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目前，佳兆业（01638.HK）此前发行的

多笔美元债券的价格已大幅度跳水。 相关分析认

为，如果有更多的违约事项发生，其债券价格将会

继续走低，也会引发投资者更多的抛售。

地产股走势分化料加剧

信用评级机构也开始变得警惕。 佳兆业违约

事件爆发后， 公司信用评级已经遭遇多家机构下

调。 最新消息显示， 穆迪已将佳兆业评级调低至

Caa3，同时给予负面展望，并不排除进一步降低

评级。 标普则已经将其债信评级从BB-调降至

“选择性违约” ，并称该公司再度违约的“可能性

极高” 。

海通证券指出，离岸债市接连曝出违约，需警

惕避险情绪传染至在岸市场。景气度不佳行业、周

期向下行业、 中小民营企业的信用风险仍然值得

警惕。

除此之外，在业内人士看来，佳兆业违约事件

引发的另一个反应将在于， 内房股估值和股价分

化的“马太效应”也会更加凸显。

不过， 据记者观察， 佳兆业违约事件发生以

来，内房股在股价上的表现并未出现大幅的滑坡。

业内人士指出，短期来看，该事件依然被更多地看

作是个案，所以其“连锁反应”尚未显现。 除此之

外， 由于今年一线城市限购政策放松的预期仍在

支撑市场对内房股的前景判断， 所以股价上并未

出现太多波动。

但黄立冲认为，无论是从前景判断，还是股

价表现上，内房股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

效应” 将在2015年更加凸显。 “总的来说，只要

是内房股， 能够上市的一般都有一定的规模，但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内房股的政策风险相对更

小，大型民营房企会有好的表现，但比较弱的将

会继续低迷” 。 在他看来，2015年是房地产行业

利益重新分配的一年，内房股在股价上的分化将

更加严重。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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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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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811� �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于2015年1月7日、1月8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5.4.3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

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近期公司经

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函询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冰轮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冰轮集团” ），冰轮集团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异动期间，冰轮集团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已于2015年1月7日披露。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预计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相比上升或下降

不超过50%。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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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马股份” ）于2015年1月8日收到宝

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盈基金” ）的通知，宝盈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集中交易系统，于2015年1月8日，共减持金马股份3,546,900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0.67%。 本次减持后，截止2015年1月8日收市后，宝盈基金持有本公司

股份26,153,10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4.95%。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 持 期

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宝 盈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司

集中 竞 价 交

易

2015

年

1

月

8

日

6.16 3,546,900 0.67%

合计

- - 3,546,900 0.67%

2、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29,700,000 5.62 26,153,100 4.95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9,700,000 5.62 26,153,100 4.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2、宝盈基金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减持金马股份股票的可能。

3、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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