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水园林业绩显著增长

山水园林（831562）日前在北京举行

2015上半年业绩发布会称，公司各项业务

显著增长，风险总体可控。

经营规模稳健增长， 资产负债结构不

断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

428万元，净利润85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均有大幅度增长，其中，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302.39%， 净利润由-665万元增长到

852万元。

主营业务快速发展，贡献度持续提升。

2015年上半年， 山水园林引进优秀人才，

加强团队建设。 同时，打破传统园林界限，

以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景观打造三大系统

为主，加强生态技术创新，湿地、土壤改良

等先进技术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对收入

和净利润的综合贡献度不断提升。

整合优质资源，加强资本对接。山水园

林下一步将加快与资本的对接速度， 加强

资本经营， 联合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改

善现金流，增加产值，实现战略目标，同时

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 全新升级商业

模式。（周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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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A股“巨震” 引发集中增持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8月19日晚，东方海洋、赛轮金宇、立讯精

密等十余家公司发布大股东或高管增持公告。

在近两日A股市场巨震情况下，一批上市公司

迎来密集增持。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Wind数据统计，8月

份以来， 共有226家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获重

要股东增持，共计约5.17亿股，增持部分累计

市值约为72.68亿元。 在这一轮增持过程中，产

业资本、险资等各路资本对上市公司的“举牌

潮” 尤为引人关注。

近两日集中增持

在近两日A股市场大幅震荡的情况下，多

家上市公司18、19日获重要股东东高管集中增

持。 仅8月19日晚，就有浙大网新、东方海洋等

13家公司公告大股东或高管增持。

搜于特8月19日晚公告， 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马鸿，以及董秘、监事等5名高管，8月19日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

了公司股份507.07万股， 合计增持金额为

9351.69万元。

立讯精密也公告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副董事长王来胜8月18日、19日通过二级市

场合计增持了188.01万股公司股份，增持金额

5998.63万元。

东方海洋则在8月19日午间发布公告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车轼及董监高李存明、 赵玉

山、于深基等4人以自筹资金认购“海新11号

资产管理计划” ， 委托海通证券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已于8月18日完成， 合计买入东方海洋股

票185.87万股，成交均价为22.05元/股。

8月18日晚，日出东方、恒生电子、福安药

业等5家公司公告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恒生

电子公告称，根据公司前期维护公司股价的举

措和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8月18日，公司控股

股恒生集团从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61.43

万股，平均增持价格约为65.1元/股，此次合计

增持成本约4000万元。

大股东拿出真金白银

在8月以来获增持的226家公司中，有17家

公司分别获得产业资本累计增持超亿元， 韶能

股份、上海家化累计获增持金额均超过10亿元。

其中不乏大股东真金白银的大手笔增持。

国海证券8月18日公告称，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

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7月6日至8月17日期间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553.32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1.26%，增持金额为5.07亿元。美盈森8月5

日晚也公告称，截至8月5日，公司控股股东通

过已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1502.5万股，增持金额2亿元。

还有多家公司受到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

的多次增持。 永太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莺妹通过中大期货-互换通1号资产管理计

划8次增持公司股份，合计224.7万股，增持金

额为4254.12万元； 新洋丰受到控股股东湖北

洋丰股份有限公司的4次增持， 合计77.57万

股。 紫光股份、安科瑞、荣盛石化、信维通信、千

方科技、中环股份、科大智能等公司均受到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大股东的3次

以上增持。

举牌此起彼伏

经过7月份的深度调整， 不少股价处于低

位的公司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进入8月，各路

资本举牌更是此起彼伏。 据Wind数据统计，8

月份共有43家上市公司被举牌。

产业资本、险资以及超级散户等都纷纷加

入举牌大军。 PE巨头中科招商连续举牌了朗

科科技、鼎泰新材等12家公司，其对朗科科技

的持股比例达到20.01%，对鼎泰新材、北矿磁

材等5家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10%。 统计发现，

7月份以来， 中科汇通用于增持上述公司的资

金累计已经达到26.87亿元。

在此轮举牌潮中，保险资金引人注目。 刘

益谦旗下的国华人寿抄底了新世界、 有研新

材、华鑫股份等6家公司。相关个股被公告举牌

后均走出强势行情。前海人寿则将目光投向了

万科A、南玻A、中炬高新和韶能股份。 韶能股

份公告显示，经过三次举牌后，前海人寿持有

公司股份1.6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已经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一些大名鼎鼎的公司也成为资本“围猎”

对象。上海家化被重阳投资举牌。增持后，重阳

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395.72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5.05%，对于此次增持，重阳投资表示是基

于战略投资。

国企改革的风口更是成为资本 “大鳄”

近期举牌热点。 中科招商第二次举牌沙河股

份，8月3日至14日， 中科招商子公司中科汇

通分4次增持沙河股份共905.34万股。 作为

深圳市国资委直属的两家房地产企业之一，

沙河股份有望成为深圳市地产板块国企改

革的平台。 8月18日，国华人寿闪电举牌东湖

高新、华鑫股份两家国改概念公司。 东湖高

新第一大股东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

实际控制人为湖北省国资委；华鑫股份属于

仪电系旗下的上市公司，其实际控制人是上

海市国资委。

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框架方案近期将

公布，国企改革主题成为近期市场风口，小市

值国企被各路资本举牌的可能性最大。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

股东人数

净买入股份数

(万股)

增减仓参考市值

(亿元)

所属行业

韶能股份

2 1 10,807.71 10.60

电力、热力生产

国海证券

2 2 3,593.35 5.07

资本市场服务

新世界

1 1 2,659.00 4.36

零售业

美盈森

6 2 3,004.98 3.98

造纸和纸制品业

天宸股份

1 1 2,288.92 3.82

综合

华鑫股份

1 1 2,620.42 3.69

房地产业

东湖高新

1 1 3,171.30 3.24

土木工程建筑业

新华百货

5 5 1,259.53 3.11

零售业

中洲控股

1 1 1,082.84 2.22

房地产业

沙河股份

4 1 905.34 1.75

房地产业

天成控股

2 1 1,000.38 1.5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仰帆控股

1 1 975.36 1.45

医药制造业

威尔泰

1 1 717.92 1.29

仪器仪表制造业

中国化学

1 1 1,506.24 1.26

土木工程建筑业

迪安诊断

3 3 161.64 1.16

卫生

梅花生物

1 1 1,201.94 1.15

食品制造业

中国国航

1 1 869.18 1.01

航空运输业

整合启动

方正证券重组民族证券管理层

□本报记者 王荣

经历一年纷争， 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的整

合启动。 方正证券8月19日晚公告称，公司作为

民族证券唯一股东， 启动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工

作，对民族证券董监事会进行换届，方正证券总

裁何亚刚当选为民族证券新任董事长， 民族证

券原董事长赵大建因年龄原因主动提出不再担

任新一届民族证券董事； 民族证券新一届董事

会重新聘任民族证券高管团队， 徐子兵继续留

任民族证券总裁一职，同时，方正证券选聘部分

民族证券高管、 总裁助理到方正证券任相应级

别的公司高管、助理总裁。

民族证券董事会换届

方正证券披露了民族证券新一届董事会会

议的相关情况， 包括董事长选举结果和新一届

高管名单。民族证券新一届董监事会、新任高管

团队成员既有方正证券高管， 也包括民族证券

上任董监事和高管。

从民族证券最新董事会组成名单来看，来

自方正证券有3人， 分别是方正证券总裁何亚

刚，方正证券高管施光耀、赵亚男；来自民族证

券有3人，原董事徐子兵、翁先定继续留任，原监

事李亚良转任董事，其中，李亚良、翁先定分别

为原民族证券股东东方集团、 新产业投资的派

出监事和董事；谢思敏、李轩和秦家文担任独立

董事。 以上9人共同组成新一届董事会，何亚刚

被推选为民族证券新任董事长。

民族证券原董事长赵大建没有出现在新一

届董事会名单中。 公告披露，“民族证券原董事

长赵大建先生因年龄原因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新

一届民族证券董事” 。 在方正证券的建议下，民

族证券新一届董事会聘请赵大建先生任民族证

券名誉董事长。

高管方面，徐子兵继续留任民族证券总裁一

职，彭子瑄、何东担任副总裁，其他核心管理团队

成员金葵华、邵仕珍、陈飞等也出现在民族证券

新任经营管理团队名单中。民族证券部分高管职

位由方正证券派出管理人员兼任。 同时，方正证

券选聘了部分民族证券高管、总裁助理到方正证

券任相应级别的公司高管、助理总裁。

期待整合效应

方正证券公告称，鉴于民族证券出现20.5亿

元自有资金投资违规、2015年分类监管评级为

CCC、 监管部门对民族证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以及数名高管失联等问题，已经对其日常经营产

生巨大影响，出现了展业困难、融资渠道减少、客

户与员工流失等严峻问题。为落实监管部门相关

要求、推进整合工作、切实化解和防范风险，维护

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作为民族证券唯一

股东，立即启动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工作。

公告称，以业务整合为先导，资产、人员跟

着牌照、业务走，整合过程中切实维护好客户与

员工利益。 在上述原则下，公司执行委员会成立

整合工作组织机构，统筹研究制定经纪、投行、

自营、资管和研究等业务以及中后台整合方案。

此前，在并购民族证券的过程中，方正证券管

理层便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 力争三年内成为行

业领先的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如果整合完成，方

正证券主要财务指标和综合实力将得以提升。

但是，自去年8月方正证券完成并购民族证

券的工商变更后， 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工作就因

股东纷争的原因而搁浅。 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

还一度对簿公堂，双方关系异常紧张。 由于方正

证券自重组后并未实际控制民族证券， 民族证

券的财务报表一直未合并到母公司中。

根据上市券商公布的2014年年报数据统计，

模拟合并民族证券后的方正证券总资产达到1064

亿元，在上市券商中排名第10位；净资产达到307

亿元，在上市券商中排名由第11位提升至第7位。

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在业务上存在互补

性，尤其是在经纪业务方面，网点互补，布局全

国，兼具广度和深度。 据介绍，整合民族证券的

网点后， 方正证券全国证券营业网点将达308

家，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网点数跻身行业

前三。公开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网点最多的银

河证券拥有360家营业部， 申万宏源以312家营

业部排名第二。

部分公司员工持股“被套”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宽幅震荡行情考验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的推进实施。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7月1日

至8月19日， 两市共有23家上市公司公告员工持

股计划执行或者已完成股票购买。尽管彼时市场

已经遭遇大跌，但以8月19日收盘价（含停牌价）

计算，仍有史丹利、贝因美、久立特材、嘉寓股份、

合兴包装等12家公司股价跌破员工持股计划买

入均价。在市场大跌前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在市

场大幅回调和宽幅震荡时更是危机重重。

员工持股“不容易”

“原本想趁着公司股价较低为员工持股计

划低位买股，哪知道碰到这样上蹿下跳的市场，

就怕抄底不成反被套。”一家近期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的上市公司董秘感叹道。

在经历前期市场大跌后， 员工持股计划作

为上市公司“五选一” 股价维稳措施近期大量

落地，“为了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同样也是为了

在低位建仓” 。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显示，7月1

日至8月19日，已有云内动力、史丹利、欣龙控股

等23家上市公司公告其员工持股计划执行或者

已完成在二级市场的股票购买。

以云内动力为例，8月19日公司公告，8月

12日至8月18日期间，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购买

公司股票，成交均价9.314元/股，购买数量6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06%。 至此，公

司8月10日推出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买

股建仓。

史丹利、海思科等公司也都在快速推进7、8

月间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 伴随着市场此前的

企稳回升，快速推进员工持股有“低位抢筹” 的

意味。

但是， 市场巨幅调整的忽然到来， 让意图

“抄底” 的员工持股计划同样措手不及。统计显

示， 按照8月19日收盘价计算，7月1日至8月19

日期间，公告实施员工持股的23家上市公司中

的12家公司股价已经跌破员工持股计划买入

均价。

如合兴包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7月23日

购买75.6万股公司股票， 购买均价27.90元/股，

而到公司8月3日停牌时， 公司股价为16.88元/

股，市场价较员工持股价跌去39.5%。 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总体的均价为25元/股， 两者相较，

也有32.5%的跌幅。

另外， 久立特材41.1元/股的市场价相较

56.43元/股的员工持股价跌去27.2%， 中际装

备、永贵电器、卫星石化、贝因美四家公司的员

工持股成本价较市场价分别跌去 22.9% 、

20.5%、18.4%和10.8%。其中，卫星石化6月26日

推出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7月1日、2日两天

即以15.1882元/股完成股票购买， 急推员工持

股却遭遇市场“寒流” 。

查阅上市公司公告发现， 与近期建仓购买

股票的员工持股计划相比， 这轮市场大跌以前

的员工持股计划更是危机重重。 如万达信息，6

月8日至6月10日期间完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股

票购买，购买均价为137.26元/股，以复权后市

场价来看，公司员工持股成本已是居高不下。

近一时期以来推出的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一般都带有杠杆， 在市场大跌和持续宽幅震

荡的情况下， 高杠杆的员工持股计划面临的压

力更大。以洲明科技为例，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杠

杆高达4.5倍，购入股票均价为28.7元/股，而8月

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26元/股。

守住员工持股“防线”

当然， 并非所有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

都急于购买购票。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显示，7

月1日至8月19日期间，有7家上市公司公告员工

持股计划落地但尚未开始购买公司股票。

其中，金轮股份8月1日公告，公司7月成立

的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威创股

份则公告，截至7月9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专项

资管“汇添富-威创股份-成长共享18号资产管

理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对于已经推出或者已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

上市公司来讲， 员工持股将成为需要守住的一道

“防线” 。此前长信科技公告高管承诺公司业绩大

幅增长，被市场解读为是在“拯救”杠杆上的员工

持股计划。 资料显示，长信科技1:2杠杆下的员工

持股计划购入股票均价为31.33元/股，而8月19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为24.17元/股，压力不小。

员工持股“防线” 的崩溃和收复中蕴藏着

投资机会。 信达证券分析认为，不少公司股价跌

破员工持股计划买入成本，相对而言，这些个股

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和明显的投资机会。

浦发银行上半年净利润增长5.5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8月19日晚， 浦发银行发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报告。 报告期内， 浦发银行实现税前利润

315.26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6.97亿元， 增长

5.69%； 税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0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2.47亿元， 增长

5.50%。

浦发银行金融市场业务总监谢伟介绍，今

年6月份股市剧烈调整以来，浦发银行对涉及股

市的理财产品做了统计梳理， 目前没有发生一

笔理财资金出现风险。 7月初，浦发已经对一些

涉及股市的理财产品叫停， 对配资比例做了调

整。 目前浦发理财产品的规模大约为1.3万亿左

右，涉及股市的只占很小比例。

浦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陈海宁介

绍，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对浦发当期业绩影

响中性。 年初，浦发已经判断今年人民币贬值的

可能性增加。 商业银行以及客户（包括个人客

户）的汇率避险需求增加，银行为客户提供服务

的空间加大，手续费等中间业务收入有望增加。

报告期末， 浦发银行资产总额为46,037.4

亿元， 比2014年底增加4,078.16亿元， 增长

9.72%。 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浦发后三类不良

贷款余额为277.42亿元，比2014年底增加61.57

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1.28%， 较2014年末上升

0.22个百分点 ； 不良贷款准备金覆盖率为

245.45%，比2014年底下降3.64个百分点。

8月份累计获增持超亿元公司一览

天洋控股拟受让

沱牌舍得控股股东股权

沱牌舍得8月19日晚公告称， 西南联合

产权交易所8月19日上午组织符合条件的

意向受让方按照网络竞价方式进行了公

开竞价，最终确定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沱牌舍得集团国有股权转让及增资

扩股的受让方。 公司股票将于8月20日开

市起复牌。

公告称， 鉴于射洪县人民政府尚未与

征集到的受让方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

成最终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 并且双

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需逐级

上报到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后

方能生效， 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存在

不确定性。

资料显示， 天洋控股集团创办于1993

年，目前总部位于香港，旗下包括文化产业、

科技产业、互联网金融、产业地产四大主营

业务，旗下拥有香港上市公司———天洋国际

控股。 （王荣）

长春高新拟参投儿科医院

长春高新8月19日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

司金赛药业与伊美安健、阿里泰富、上海赛增

高共同签署协议， 各方共同出资人民币1亿

元设立上海童欣医院管理公司，投资、运营儿

科医院、门诊，并为相关制药企业提供患者开

发、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等服务。

根据协议， 金赛药业负责向管理公司下

属医院及门诊以公允合理的价格提供药品供

应； 伊美安健与阿里泰富主要负责协助管理

公司建立内部及与下属医院门诊间的行政、

财务、运营体系；上海赛增高负责协助管理公

司寻找投资并购标的。

金赛药业是长春高新控股70％的子公

司，也是长春高新药品业务的主力军，其主导

产品是中国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的第一品

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金赛药业也在

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营销方式。

公告称， 此次金赛药业与其他投资方共

同出资设立医院管理公司, 可以引进国内外

先进的医院经营管理模式和经验， 建立与金

赛药业紧密合作的医院(门诊)体系，为相关

企业提供高水准、专业化的医院管理咨询、医

院教育培训、医院管理信息系统集成、医院形

象策划等系列服务。 （汪珺）

金螳螂加码家装电商

金螳螂8月19日晚公告称， 公司拟全资

投入人民币2.7亿元成立金螳螂电商公司，打

造家装电商品牌“金螳螂·家” 。同时，出售公

司名下及公司一致行动人名下所持有的金螳

螂（苏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共计51%股权，

作价人民币0.51亿元。

金螳螂同时公告称， 拟通过在二级市场

直接购买的方式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完善员

工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

制，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增长。

金螳螂表示， 将利用公司在公装领域

里多年累积的经验和优势， 以及全球化的

设计资源、施工资源，打造一支由超强执行

能力、 落地能力的地面部队来解决家装用

户痛点，满足客户需求，为用户提供简单、

透明、省钱、省心、放心、个人用户全覆盖的

家装及定制精装线上线下（020）一体化商

务平台，将“金螳螂·家” 打造成家装电商

第一品牌。

家装电商市场空间巨大， 但所涉环节

多，整合难度颇高。 金螳螂相关负责人称，从

公装市场转战家装，客户端属性的改变要求

公司必须将“让客户拥有最好的服务体验”

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家装电商的核心是服

务，“金螳螂·家” 将从构建管理、 运营、推

广、营销、HR等体系入手，以设计、供应链、

流程监控、施工质量、售后服务、金融保险等

作为抓手，全力提升客户体验，推动公司经

营转型。 （李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