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持海通证券

申能股份获益超3亿元

申能股份3月1日晚披露近期减持海通证券股

份情况。 2014年12月以来，申能股份通过减持海通

证券，获得投资收益约3.1亿元。

申能股份原持有海通证券股份8597.2348万股。

根据市场表现，为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锁定收益，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于2014年12月共减持海通证券

股份1000万股，减持平均价格为22元/股，确认2014

年度投资收益约为1.5亿元；2015年1-2月共减持海

通证券股份1150.7552万股， 减持平均价格为22.52

元/股，确认2015年度投资收益约为1.8亿元。上述投

资收益数额为公司初步测算所得， 具体金额以经审

计的当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截至公告日， 公司持有海通证券股份余量为

6446.4796万股。 2月27日， 海通证券收于21.76元/

股，按照这一收盘价计算，申能股份持有海通证券市

值高达14亿元。（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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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

万股

)

解禁股份类型

601800.SH

中国交建

2015-3-9 1,039,75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5-3-30 361,740.3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15-3-26 159,250.2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766.SH

中国南车

2015-3-16 136,210.3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22.SH

山东钢铁

2015-3-19 109,313.7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872.SH

招商轮船

2015-3-9 94,418.4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98.SH

海澜之家

2015-3-13 88,461.5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705.SH

中航资本

2015-3-19 68,775.7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68.SH

葛洲坝

2015-3-26 66,111.7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07.SZ

慈星股份

2015-3-30 64,529.1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63.SZ

森马服饰

2015-3-12 60,000.0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157.SH

永泰能源

2015-3-6 52,211.6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62.SZ

京威股份

2015-3-9 45,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699.SH

均胜电子

2015-3-2 20,632.4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93.SZ

蓝英装备

2015-3-9 20,25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58.SZ

雪迪龙

2015-3-9 20,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63.SZ

普邦园林

2015-3-16 19,2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6.SZ

利亚德

2015-3-16 18,610.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01.SZ

长方照明

2015-3-23 17,606.3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数据来源：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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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 动态

3月限售股解禁迎高峰

多公司解禁前频出利好支撑股价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限售股3月解禁潮涌， 不仅成为2015年

全年单月解禁市值的最高峰， 同时也创出

2013年8月以来的解禁最高峰。其中，中国交

建、广汽集团、中国南车等大盘蓝筹公司解

禁数量遥遥领先，慈星股份等公司也将引领

创业板解禁市值总额创出创业板成立以来

的单月最高。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在不少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和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份实

现套现的时间窗口， 不少上市公司频发利好

公告支撑股价， 导致股价在解禁前期出现明

显拉升。有资深市场人士指出，解禁潮涌并非

阴霾满天，不少公司在解禁前会有“另类” 投

资机会现身。

“差”公司照样利好频频

不少绩差公司在限售股解禁的时间窗口

期之前开启了明显的资本运作。

永泰能源是两市著名的 “重组常客” ，

其2013年净利润同比下滑51%之后，2014年

前三季度再度下滑14%。公司2015年3月6日

将有超过5亿股股份面临解禁， 均为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 由于业绩提振无效，公司

今年以来不停发布其他利好力挺股价。 2月

13日晚间，永泰能源发布拟投资设立上海润

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的公告，表示投资

上述项目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司的产业转

型，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更好布局物联

网新兴产业领域的优质战略性项目。 2月16

日周一开盘后，永泰能源股价直封涨停。 不

少投资者还没有来得及跟进，公司便发布停

牌公告，拟筹划重大并购事项。 目前公司仍

处于停牌之中，市场人士对公司复牌后股价

前景甚为乐观，限售股套现借“风” 成行也

是大概率事件。

慈星股份也堪称绩差股的代表。 由于

2014年业绩骤降，此前股价一路下跌，但近来

在主营业务并未变动的背景下， 公司股价反

而出现明显拉升。 究其原因，或也与公司在3

月限售股解禁前期频发利好有关。2015年2月

以来， 慈星股份先后通过互动平台发布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电脑横机更新需求

增加、 今年将加大控制器市场推广、1月主营

收入同比增长26%、 人民币贬值对出口业务

利好等一系列公告。 公司本次首发原始股东

限售股份解禁数量超过6亿股，任何细微利好

引发的股价上浮，相对于原始股东1元面值的

股价成本而言，都将是一笔巨额财富。

白马公司“好上加好”

与以往相比，2015年以来不少白马公司

也加入在解禁前夕频发利好的大军之中。

以均胜电子为例， 凭借新能源汽车BMS

系统以及自动化生产线核心技术， 公司每年

净利润增幅均在20%以上。 虽然业绩表现非

常“白马” ，但由于缺少更为精彩的故事，加

上资本市场新能源汽车概念炒作出现降温，

公司去年下半年以来股价表现不温不火。 但

公司3月2日将有超过2亿股的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份面临解禁。 公司董事长王剑峰在

2014年底2015年初大举增持1600万股，增持

价格为22元，初步估算斥资超过3亿元。 2015

年2月下旬以来，公司股价骤然上升，目前已

经接近27元/股。

在服装业遭遇严冬的背景下， 海澜之家

业绩却表现强劲，也堪称行业内白马。 今年3

月13日，公司将有接近9亿股定向增发机构配

售股份面临解禁。公司1月27日抛出靓丽业绩

预告， 预计201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大增1600%。在业绩支撑下，公

司股价迭创新高。

有资深市场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指

出， 无论是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解禁，还

是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份解禁，从以往股价

走势来看，往往并不意味着“阴霾漫天” ，而

是相反，在不少个股解禁前夕，通常都会迎

来股价的突然发力和快速上涨。 该人士分析

认为，相较于三年持股锁定期间的“纸上富

贵” ， 不少民企大股东在股份解禁后有更强

的动力去“运作” 股价，或为了高位套现，或

是为了追求自身财富增值。 从3月面临解禁

的上市公司运作情况来看，运作手段囊括了

资产重组、跨界并购、业绩暴增、股东增持等

多种重要手段。

机会与风险并存

Wind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自从2013年7

月解禁市值创下7000余亿元的解禁高峰后，

两市解禁市值规模便一直在相对低位徘徊。

但2015年3月，两市解禁流通市值规模再度攀

上3000亿元高峰，是2月份解禁规模的近3倍。

从股份解禁数量看来，中国交建以104亿

股高居榜首，广汽集团、北京银行、中国南车、

山东钢铁等国有企业则分别占据解禁数量前

五名中的后面四席。 不过，有市场人士指出，

这些公司解禁股份为国有股东， 套现意愿往

往不如民营企业强烈。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创业板和中小板。 公

开数据显示，3月份创业板中有27家公司限售

股解禁，数量占月内解禁90家公司的30%，占

413家创业板公司总数的6.54%，27家公司合

计解禁市值471.86亿元， 占当月解禁市值的

12.4%，为创业板今年年内最高，也是自创业

板成立以来最高。

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A股比例最高的

前三家创业板公司分别为慈星股份、 蓝英装

备、裕兴股份，解禁市值最高前三家公司分别

为慈星股份、三六五网和蓝英装备。 对于短线

投资者而言，其中或蕴含着一定的投资机会。

也有券商人士提醒说， 凡是遇到解禁高

峰，大盘指数情况通常不太景气，或导致个股

风险加大。 此前， 海普瑞宣布首发的限售股

9000万股解禁时，就曾令本已“跌跌不休” 的

股价再次受到重创，持续下跌。 因此，不能用

“护盘论” 来形容所有股票解禁期的市场表

现风格。

主动退市需要约收购7.5%以上比例社会公众股

*ST二重尚无重新上市计划

□本报记者 李香才

*ST二重2月28日再度发布股票终止上

市风险提示公告， 并就投资者问询进行回

复。 公司称，国机集团至少需要收购7.5%以

上比例的社会公众股， 才具备主动退市条

件。 公司目前尚无重新上市的具体计划，经

营情况依然未出现好转，（公司主动终止上

市或强制终止上市后）， 未来公司能否符合

重新上市的条件以及重新上市时间，尚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

要约收购成功才能主动退市

*ST二重控股股东国机集团于2月17日公

布要约收购报告书， 自2月26日起向公司全体

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若本次要约收购成

功，公司将因股权分布不再符合上市条件终止

上市； 若本次要约收购不成功，*ST二重将在

2014年年度报告公告后被上交所实施强制终

止上市。

对于国机集团进行全面要约收购的原

因，*ST二重称，鉴于公司已暂停上市，且预计

2014年继续亏损，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将

可能在披露2014年年报后被上交所实施强制

退市。 采取要约方式主动退市，有利于保护中

小股东的利益。 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股票股价

波动难以预测， 主动退市可以避免公司股票

进入退市整理期， 为中小股东投资提供平稳

退出途径。

根据相关规定，持股10%以下的为社会公

众股， 目前公司社会公众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17.5%。因此，国机集团至少需要收购7.5%以上

比例的社会公众股，即收购1.72亿股以上的社

会公众股，才具备主动退市条件。

对于所持股票何时能够交易，*ST二重表

示，目前公司股票处于暂停上市阶段，在披露

2014年年报之前，股东所持公司股票均不能进

行交易。 要约收购期间，投资者可以通过预受

要约参与国机集团要约收购。若国机集团要约

收购成功，公司将不进入退市整理期；若收购

不成功，公司披露2014年年报之后，根据2014

年经营状况，上交所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出公司

股票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的决定；如公司在退

市后实现在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将在股转

系统进行交易。

*ST二重称，如果此次要约收购失败，再通

过其他方式申请主动退市， 均需履行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距离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较

短，预计难以实施。如果公司不能主动退市，且

2014年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很可能被上交所做

出强制终止上市的处理。

公司经营情况仍未出现好转

对于未来是否会重新上市，*ST二重称，

公司目前尚无重新上市的具体计划。 虽然公

司未来将积极研究并实施改善经营状况的

措施，包括积极开展业务协同，推进提高项

目总包能力等方式，力争扭转亏损局面。 但

由于公司发展对宏观经济的依赖程度高，即

使公司内部努力，如果外部宏观环境未发生

好转甚至持续恶化，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未得

到妥善解决，则公司未来发展将继续面临较

大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未来能否符合重新

上市的条件以及重新上市时间，尚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根据*ST二重此前公布的业绩预告， 公司

预计2014年净利润亏损78亿元。对于出现亏损

的原因，公司表示，当前所处的行业产能过剩，

主导产品市场需求未明显回暖，产品价格大幅

下滑。此外，受宏观经济影响，客户资金周转紧

张，导致贷款回收困难，出现大量应收账款账

龄延长、逾期额度增大的情况，导致计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增加。

目前 *ST二重经营情况依然未出现好

转。 *ST二重在2月28日披露的公告中称，公

司目前资金状况紧张，致使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贷款本息出现逾期，到期商业承兑汇票不

能按期兑付。 由于当前重机行业形势仍未明

显好转，市场竞争仍然异常激烈，产品价格

持续低迷，截至目前，公司主业经营没有根

本性好转。

据介绍，*ST二重已有58亿元债务逾期，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协商，力争妥善解

决债务逾期问题。

十年来气价首次下调

天然气下游用户最先受益

□本报记者 汪珺

2月最后一天，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

自4月1日起，将非居民用气存量气和增量气门

站价格并轨，增量气下调0.44元/方，存量气上

调0.04元/方。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2005年天然

气价格调整以来唯一一次下调，且增量气下调

幅度较大。这将一定程度缓解天然气行业在油

价下跌下的生存困境， 利好下游推广应用，进

而推动中上游发展。

令市场更为兴奋的是，此次价改将放开直

供用户（化肥企业除外）用气门站价格，由供

需双方协商确定。 业内人士指出，这为实现天

然气价格全面市场化跨出了重要一步，辅以上

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建立，将为未来我国

争夺天然气定价话语权奠定重要基础。

下游用户最先受益

业内人士指出，气价下调将首先利好天然

气下游产业的发展，对天然气工业、发电、车船

交通等新增用户都将形成一定利好。

“上一轮价改的增量气价格过高， 加上油

价的拦腰大跌，阻碍了天然气下游行业的有序

推广和发展，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替代能源的

‘逆替代’现象。 ”安迅思分析师黄庆指出，此

轮增量气价大幅下调，将为行业后续发展起保

驾护航作用。长远看，随着油价反弹，天然气的

经济性或进一步得以体现。

近期汽柴油价格止跌回升，加之成品油消

费税提高，此次价改后，下游应用领域的LNG

车船用市场获益将最明显。LNG车用相关上市

公司包括福田汽车、 宇通客车等，LNG船用相

关上市公司包括昆仑能源（H股）、中海油（H

股）、广汇能源、新奥能源等。 配套设备商如天

然气发动机制造、 车用气瓶制造等也将受益，

相关上市公司包括潍柴动力、 中集安瑞科（H

股）、中集集团（控股中集安瑞科）、富瑞特装、

蓝科高新等。

对城市燃气商而言，成本降低有利于城燃

商市场开发，天然气价格市场化也将提高天然

气的整体利用效率， 带动中长期供气量增长，

从而利好城燃商， 相关上市公司包括长春燃

气、大众公用、大通燃气、深圳燃气等。

对中石油、 中石化等上游勘探开发商而

言， 天然气市场价格化将整体促进天然气市

场规模的提升， 但短期内气价下调或影响上

游利润。

安迅思同时指出，价改后，上游资源能直

供下游大型客户，或让前期一度低迷或受阻的

天然气投资热潮再次掀起，投资热点将分布在

进口LNG、非常规天然气，天然气工业、车船加

气站、发电等领域。

铺路“中国版”天然气定价中心

令行业人士更为兴奋的或是，此次价改试

点放开直供用户门站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从而为实现天然气价格的全面市场化跨出

重要一步。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提问时

指出，天然气价改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放开气源

价格，政府只监管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管道运

输价格和配气价格。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总结放

开直供气价格的经验，继续推动天然气交易市

场建设，在2015年全面建立居民用气阶梯价格

制度，同时完善管道运输价格形成机制，合理

制定管道运输价格。

2014年底，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批准

组建。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交易中心

正在设计交易规则，或在4月1日调价之前即让

上下游企业在中心实现一定交易， 积累经验。

未来，国家将引导直供气气量进入交易中心交

易，逐步形成中国天然气市场价格。

航煤价格市场化改革再迈步

在公布天然气价改方案的同一天，国

家发改委发出通知， 决定自

2015

年

3

月份

起不再公布航空煤油进口到岸完税价格，

改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航油集

团公司按现行原则办法自行计算、确认。

业内人士指出，自

2011

年开始实施的航

油价格市场化实现了三个联动———国内航

油与国际油价的联动、国内燃油附加与国内

航油价格的联动、国际燃油附加与国际油价

的联动。 改革后，航油价格和航空公司燃油

附加费调整频率加快。 对于航空公司而言，

也更有利于其根据油价走势进行燃油附加

费调整的预判，进行成本控制。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由企业

按现行原则办法自行计算、确认航空煤油进

口到岸完税价格，或为未来航煤出厂价的调

整空间留有余地，进而增加油公司和航空公

司的博弈空间。（汪珺）

中航资本子公司

新兴药业获准挂牌新三板

中航资本3月1日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

《关于同意新兴（铁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

查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兴药业（832129）获

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根据公开信息， 新兴药业主营药用油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有大豆油（供注射

用）、中链甘油三酸酯、大豆油、食用大豆油，其

中前三类产品系医用级别。 中航资本通过中航

新兴持有新兴药业75.74%股份。新兴药业2012

年和2013年分别实现净利润909.42万元和

1425.55万元，2014年1-7月实现净利润515.55

万元。（李香才）

联创节能

拟跨界收购广告公司

□本报记者 姚轩杰

联创节能3月2日公告称，公司拟以13亿元收购

上海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0%股权，溢价率超过

15倍。

上海新合为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公告称，公司

积极探索外延式发展道路， 聚焦于未来发展空间巨

大的互联网广告行业，逐渐形成传统聚氨酯行业、新

兴互联网行业的双主业格局。

13亿跨界收购

公告显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齐海莹、周志刚、王璟、李洪国、李瑞

玲、 宁波保税区鑫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上海阿米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法持有的上海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计100%

股权。

上海信合是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 取得了东风

标致、东风雪铁龙、广汽菲亚特、奇瑞凯翼汽车等车

企的互联网广告业务。截至2014年9月30日，上海新

合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8287.19万元，本次评估

增值12.49亿元，评估增值率为1507.30%。 依据交易

标的评估结果， 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上海新合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3.22亿元。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总额为4.66亿元，其中，向

宁波保税区鑫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

付现金3.87亿元， 向上海阿米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支付5288万元，向李瑞玲支付2639.77

万元。

公司拟以26.46元/股的价格向上海新合股东齐

海莹、周志刚、王璟、李洪国、宁波保税区鑫歆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非公开发行3235万股股

份， 募资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合计股份对价为8.56

亿元。

此外，公司向李洪国、宋华、王宪东、孙强、中信

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9号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为3.36亿

元，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

标的公司承诺，2015年、2016年、2017年各会计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1亿元、1.3亿元和1.5亿元。

向互联网转型

本次交易完成后， 控股股东李洪国持股比例由

本次交易前的34.39%变为35.66%，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及宁波鑫歆四名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1.22%股份，为上市公司第二

大股东。 这意味着上海新合的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话

语权仅次于实际控制人李洪国。

近年国内建筑行业与房地产行业较为疲软，

下游市场的增长速度低于聚氨酯产能的扩张速

度，导致聚氨酯产业供需缺口减小，行业内竞争

加剧。 以此为主业的联创节能业绩受到很大挑

战。公司1月24日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2014年公

司实现净利润1784.50万元-594.83万元， 比上年

同期下降70%至90%。 若行业产能过剩以及需求

低迷的现状不能短期内改变，公司业绩可能继续

恶化。

公司表示，随着国内制造成本的不断上升、宏观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互联网行业对传统行业发

展的挑战， 轻资产且与互联网新兴产业的融合与创

新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公司积极探

索外延式发展道路， 将目标聚焦于未来发展空间巨

大的互联网广告行业，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拓展自身

在互联网领域的布局，逐渐形成传统聚氨酯行业、新

兴互联网行业的双主业格局。

3月解禁股份数量前20公司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