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布局良机凸显 多家公司上演“增持潮”

本报记者 戴小河

8月19日以来，A股市场出现大幅震荡，而一些上市公司核心高管及大股东逆市增持。 截至8月27日，自8月19日以来已有近2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大股东或董监高增持公告，从增持群体来看，一部分是公司高管自掏腰包，更多的则是公司大股东或控制人大手笔增持。 业内人士表示，逆市增持说明一些公司股票价值已经回归到合理区间，因此才会出现“抄底”行为。 同时，一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实施战略投资的成本相对下降，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也是较好的介入时机。

多家公司获高管增持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安控科技、光线传媒、卧龙地产等多家公司的董事及高管纷纷自掏腰包增持自家公司，涉及人员包括董事、董秘、财务总监、监事、副总经理等。 其中，上海绿新的承诺最为豪气，公司董事兼总裁郭翥承诺，自8月25日起未来六个月内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1亿元，价格不超过17元/股，且在未来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

值得一提的是，多家公司的高管增持金额超过千万元。 例如，恒生电子总裁刘曙峰增持金额约1004万元，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增持公司股份134.8万股，耗费1200万元。

与董监高自掏腰包增持相比，公司实控人的增持力度更大。 齐星铁塔控股股东龙跃投资于24日增持公司股票1708万股，按当日均价14元/股计算，耗资逾2.3亿元。 7月8日以来已5次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额约为3302.5万股。

据统计，6月26日至8月27日，总计有1146家上市公司获得重要股东超5247次增持，涉及金额达到1450.8亿元。 其中，有114家上市公司的股份遭重要股东的单次增持金额超过亿元。 万科A、兴业银行、招商银行、TCL、南玻A、东方财富、小商品城等公司的股票被重要股东单次增持的金额超过10亿元。 其中，万科A的股份在7月11日、7月25日获得重要股东增持累计金额超过百亿元。 兴业银行的股份遭重要股东增持涉及的金额也较高，公司7月10日发布公告，公司股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9日增持公司股份共计6.08亿股，股权变动部分涉及金额近99.2亿元。

不过，此前快速增持的公司均难避市场下跌的冲击，通达股份、禾嘉股份等公司甚至遭遇刚实施增持就遭遇跌停。 通达股份8月25日午间公告，其实际控制人史万福与马红菊于8月24日合计增持了公司135.16万股，增持均价为21.13元/股，增持金额为2855.48万元。 25日，公司股价跌停，报收于18.94元。 26日，该股继续下跌4.38%，报收于18.11元。

深圳森瑞投资公司总经理林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核心高管及大股东的逆市增持，说明这些股票已经回归到合理的价值区间，甚至已经低于合理价格，因此才会出现此类“抄底”行为，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股票已经跌到底部，毕竟最近的股市处于一种非理性暴跌的状态，超跌也是有可能的。

投资介入成本下降

在一些投资者争相撤离市场之际，中科招商、国华人寿、前海人寿等公司任性“逆行”，疯狂入场扫货。 自7月以来，中科招商举牌了16家上市公司，包括设计股份、大连圣亚、祥龙电业、宝诚股份等，共耗资34.4亿元。 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称，一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介入成本相对低，实施战略的成本相对下降，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是较好的时机。

按照规划，中科招商未来5年将会增持50家上市公司，作为产业布局的资本平台，通过构建上市公司集群，进而打造中科招商系的产业集群，最近一系列的举牌动作只是战略实施的起步。

过去一个多月里，投资大鳄刘益谦通过国华人寿已经举牌6家上市公司。 天宸股份8月26日公告称，国华人寿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2288.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至此，国华人寿持有6866.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0%。

这是国华人寿在两个月内对天宸股份的第三次举牌，此前两次分别为7月15日、7月28日至8月4日期间。 “我认为，目前资本市场主要还是恐慌。 我仍然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虽然大盘走成这样，但该买还是要买，该举牌的还是要举牌。 ”刘益谦称。

“我买的是一些股票组合，有大盘蓝筹股，还有创新类和军工类的，创业板的股票也进行了配置，基本都是觉得在价值低点买的。 ”刘益谦表示，自己一贯是从战略角度参与资本市场的，之前已多年不直接参与二级市场。

战略布局逻辑各异

从投资思路上来看，民营险资举牌尤其是对同一家上市公司频繁举牌，其举牌目的并不是仅仅为财务投资，甚至是出于战略投资的考量。

前海人寿在投资标的的选择上一直较为青睐广东本土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背景上市公司。 此前被举牌的中炬高新和南玻A都为国有股东控股企业，韶能股份为韶关国资委旗下电力公司。 举牌万科后，其与第一大股东华润集团持股比例仅差4.9%。 联想到前海人寿曾经举牌深振业A，或许此轮举牌万科的部分原因是看重其丰富的土地储备。

中科招商“广撒网”的投资思路则被市场解读为“壳资源”偏好者。 单祥双表示，中科招商通过“阳光举牌”模式，更看重与上市公司融为一体，借助PE的资本、资源和机制优势，与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和存量业务优势相结合，进而重塑上市公司质量，未来5年中科招商将会参控股上市公司30-50家，形成产业集群，围绕着战略新兴产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布局。

目前中科招商公司投资的PE项目超过200个。 兴业证券认为，中科招商举牌的公司具有很强的“壳资源”价值，其日后可将优良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改善上市公司质量。

在各路资本的咄咄逼人之势下，并非所有上市公司都能安之若素，部分公司控制权之战一触即发。 8月16日晚，新华百货公告称，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再度增持公司股份至25%，与公司控股股东物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差距再度减至5%。 此前，宝银系在持股达20%后曾提出与上市公司合资成立投资公司及谋求罢免现任董事并进入董事会，上市公司对这一提议不置可否。 随着双方持股比例差距再度缩小，控制权之战或将再度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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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概股

有望成“价值洼地”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期， 受A股市场调整和市场担忧中国经济增

速放缓的影响，海外中概股遭遇数次大跌，相关公司

纷纷抛出股票回购方案。分析人士指出，在市场震荡

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推股份回购计划有助于稳定股

价和投资人信心。

争相推出回购方案

美国三大股指本周一出现巨大跌幅， 而中概股

更是成为重灾区， 美国三大交易所201只中概股中，

总共有163只出现下跌，仅有16只上涨，部分个股跌

幅甚至超过20%。

周一开盘前，珠海炬力发布公告称，公司将采用

“荷式竞拍” 方式，以现金回购4800万股流通普通

股，占公司全部流通股股份的13.7%。 价格区间定为

每美国存托股1.80美元到2.10美元之间。 按照前述

回购价格区间计算，公司即使以区间内最低价格成

交， 成交价格也较该股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1.30

美元／ASD要高出近40%，因此该股受到市场和投

资者热烈追捧。 同时，珠海矩力市值较小，股份回购

方案更能看到提振效果。

蓝汛通信也是在本周一开盘前公布一项规模最

高为600万美元的股票回购方案，在未来12个月内视

情况购回公司股票。而蓝汛通信市值较小，回购股份

所需资金量并不大。在上周五的交易日中，蓝汛通信

股价下跌超过30%， 此次回购股票是提振投资人信

心的必然选择。

作为中概股的龙头， 阿里巴巴本周一股价一度

跌破60美元／ASD， 远低于其68.18美元／ASD的

发行价格，更是较去年年底119.15美元/ASD的最高

价格近乎腰斩。 不过，阿里巴巴8月12日宣布，将在

未来两年内回购总计最高40亿美元的股票。 8月19

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和董事局副主席蔡崇

信宣布还将以个人名义进行回购，但未透露具体数

额。 不过，随着近期市场的反弹，阿里巴巴股价也有

所回升。

部分中概股被“错杀”

在市场剧烈震荡中， 大股东增持和回购成为了

公司稳定股价的重要手段。

一般而言， 美国上市公司一直以来都将大笔资

金用来给股东分红和回购股票。 比如苹果公司和通

用电气今年已经宣布回购超过500亿美元股票。市场

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已回

购高达2万亿美元的股票。

此外，回购也成为一些中概股公司避免退市的

手段之一。 根据“1美元退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票

如果每股价格不足1美元且持续30个交易日， 纳斯

达克市场将发出退市警告。 “中国B2C第一股” 麦

考林的股价曾连续低于1美元而面临退市威胁，为

应对股价下滑及退市风险，麦考林曾宣布股票回购

计划。

业内人士指出， 从目前已经发布二季报的中

概股来看， 不少公司财务数据显示出公司业务仍

然具有较强成长性。 部分中概股公司的业绩向好，

这轮下跌完全是被“错杀” 。 尽管中概股的股价未

来一段时间还会有波动，但从长远看，具有价值的

公司终会回归应有的价格，短期的波动不可避免。

随着中概股估值大幅偏离业绩， 价值投资者或将

重新进场。

此外， 中概股私有化退市已经成为今年上半

年中概股的关键词。 而经过此轮的市场调整后，一

些宣布私有化的中概股公司股价已经下跌至其私

有化收购价以下，加上国内市场IPO暂停，新三板

活跃度显著下降，中概股回归A股不确定性陡然增

大。 不过，一些已经公布私有化要约价的股票也成

为“价值洼地” ，一旦市场回稳，这些股票或具备

投资机会。

回购股票稳定股价

□

本报记者 官平

近期，股票市场出现大幅下跌，部分上市

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被市场低估， 触发了不

少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意愿。 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统计，7月以来， 有十余家上市公司纷纷

公布了股票回购预案。TCL集团、东华测试等

近日相继宣布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提振股市信心

为了提振市场信心， 不少上市公司启动

了一系列举措， 包括大股东增持、 董监高增

持、公司回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

等具体方案。在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一些

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引导投资者认识公司股

票内在价值，启动了回购操作。

科伦药业公告显示，公司拟以13.9元/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暂

作为库存股做账务处理。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

不超过10亿元，若全额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

不少于7194.24万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不低于4.996%。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WIND统计发现，

今年7月10日以来， 共计47家上市公司发布

了股票回购的董事会预案，35家上市公司进

行了股票回购操作。 近日，银泰资源、威孚高

科、TCL集团等多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票回

购。 根据威孚高科公告，公司于8月26日首次

实施了回购， 回购A股股份数量为217.183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1%，购买最

高价为21.85元/股， 最低价为20.42元/股，支

付的总金额为4571.79万元(含交易费用)。 该

公司表示， 将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要求进行

操作，并将视市场情况继续进行回购，以进一

步稳定股价，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2亿至2.5亿元。

银泰资源近日实施了两次回购操作。 根

据公司公告，8月24日、26日， 公司两度实施

了回购， 截至26日，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共计

295.367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27%，

成交的最高价为12.94元/股，最低价为10.89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约3524.68万元（含交易

费用）。

溢价回购个股值得关注

过低的股价无疑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严重

影响，削弱公司出售产品、开拓市场的能力。

实际上， 回购股份已是国际上非常成熟的市

值管理工具， 国内监管部门已制定了相关的

管理与实施的政策法规， 近年来国内上市公

司的回购举措得到逐步推广， 并获得了资本

市场和投资者的认可。

业内人士表示， 从上市公司近期的回购

情况来看， 不少上市公司管理层充分认识到

了回购股份对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改善投资

者关系与给予投资者合理的长期回报的积极

作用和意义， 一些上市公司在自身经营情况

具备条件的情况下， 制定了公司未来股份回

购计划。

一些机构人士指出， 对于将要或者已实

施回购的上市公司， 投资者在其回购均价附

近介入， 可获得一定的安全边际。 通常情况

下， 回购价格与最新股价间存在不同程度的

溢价，而一般来说，溢价越高的个股其安全边

际越好。

战略布局良机凸显 多家公司上演“增持潮”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8月19日以来，A股市场出现大幅震荡，而一些上市公司核心高管及大股东逆市增

持。 8月19日至27日，有近2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大股东或董监高增持公告，从增持群

体来看，一部分是公司高管自掏腰包，更多的则是公司大股东或控制人大手笔增持。 业

内人士表示，逆市增持说明一些公司股票价值已经回归到合理区间，因此才会出现“抄

底”行为。同时，一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实施战略投资的成本相对下降，从这个角度而

言也是较好的介入时机。

名称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参考市值(万元)

万科

A 8,952.06 115,129.11

生益科技

7,116.06 61,898.04

新世界

2,658.99 58,252.47

上海莱士

651.06 50,351.04

*ST

金路

4,975.41 44,634.35

联化科技

2,006.04 41,731.70

天宸股份

2,288.92 39,589.58

齐星铁塔

1,966.69 28,808.35

中航资本

1,021.64 20,525.18

海印股份

1,414.40 20,470.15

重要股东二级市场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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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介入成本下降

在一些投资者争相撤离市场之际，中科招商、国华人

寿、前海人寿等公司任性“逆行” ，疯狂入场扫货。 自7月

以来，中科招商举牌了16家上市公司，包括设计股份、大

连圣亚、祥龙电业、宝诚股份等，共耗资34.4亿元。 中科招

商董事长单祥双称，一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介入成本相

对低，实施战略的成本相对下降，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是较

好的时机。

按照规划， 中科招商未来5年将会增持50家上市公

司，作为产业布局的资本平台，通过构建上市公司集群，

进而打造中科招商系的产业集群， 最近一系列的举牌动

作只是战略实施的起步。

过去一个多月里， 投资大鳄刘益谦通过国华人寿已经

举牌6家上市公司。天宸股份8月26日公告称，国华人寿通过

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2288.9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

至此，国华人寿持有6866.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0%。

这是国华人寿在两个月内对天宸股份的第三次举

牌， 此前两次分别为7月15日、7月28日至8月4日期间。

“我认为，目前资本市场主要还是恐慌。 我仍然坚持长期

价值投资的理念，虽然大盘走成这样，但该买还是要买，

该举牌的还是要举牌。 ”刘益谦称。

“我买的是一些股票组合，有大盘蓝筹股，还有创新

类和军工类的，创业板的股票也进行了配置，基本都是觉

得在价值低点买的。 ”刘益谦表示，自己一贯是从战略角

度参与资本市场的，之前已多年不直接参与二级市场。

战略布局逻辑各异

从投资思路上来看， 民营险资举牌尤其是对同一家

上市公司频繁举牌，其举牌目的并不是仅仅为财务投资，

甚至是出于战略投资的考量。

前海人寿在投资标的的选择上一直较为青睐广东本土

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背景上市公司。 此前被举牌的中炬高

新和南玻A都为国有股东控股企业，韶能股份为韶关国资委

旗下电力公司。 举牌万科后，其与第一大股东华润集团持股

比例仅差4.9%。 联想到前海人寿曾经举牌深振业A，或许此

轮举牌万科的部分原因是看重其丰富的土地储备。

中科招商 “广撒网” 的投资思路则被市场解读为

“壳资源” 偏好者。 单祥双表示，中科招商通过“阳光举

牌” 模式，更看重与上市公司融为一体，借助PE的资本、

资源和机制优势， 与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和存量业务优势

相结合，进而重塑上市公司质量，未来5年中科招商将会

参控股上市公司30-50家，形成产业集群，围绕着战略新

兴产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布局。

目前中科招商公司投资的PE项目超过200个。兴业证

券认为，中科招商举牌的公司具有很强的“壳资源” 价值，

其日后可将优良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改善上市公司质量。

在各路资本的咄咄逼人之势下， 并非所有上市公

司都能安之若素，部分公司控制权之战一触即发。 8月

16日晚，新华百货公告称，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再

度增持公司股份至25%， 与公司控股股东物美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差距再度减至5%。 此前，宝银系在持股

达20%后曾提出与上市公司合资成立投资公司及谋求

罢免现任董事并进入董事会， 上市公司对这一提议不

置可否。 随着双方持股比例差距再度缩小，控制权之战

或将再度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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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8月25日、8月26日、8月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近期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预计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形。

2、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披露了《201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5临-19），预计：2015

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2276.08万元-4552.17万元，较上年同期4552.17万元下

降50%-0%，经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2015年半年度报告业绩信息泄露的情形，公司将

于2015年8月31日披露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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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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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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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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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的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继续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多家公司获高管增持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安控科技、光线传媒、卧龙

地产等多家公司的董事及高管纷纷自掏腰包增持自家公

司，涉及人员包括董事、董秘、财务总监、监事、副总经理

等。 其中，上海绿新的承诺最为豪气，公司董事兼总裁郭

翥承诺，自8月25日起未来六个月内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

低于1亿元，价格不超过17元/股，且在未来六个月内不通

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

值得一提的是，多家公司的高管增持金额超过千万

元。例如，恒生电子总裁刘曙峰增持金额约1004万元，隆

基股份董事长钟宝增持公司股份134.8万股， 耗费1200

万元。

与董监高自掏腰包增持相比， 公司实控人的增持

力度更大。 齐星铁塔控股股东龙跃投资于24日增持公

司股票1708万股，按当日均价14元/股计算，耗资逾2.3

亿元。 7月8日以来已5次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额约为

3302.5万股。

据统计，6月26日至8月27日， 总计有1146家上市公

司获得重要股东超5247次增持， 涉及金额达到1450.8亿

元。 其中，有114家上市公司的股份遭重要股东的单次增

持金额超过亿元。 万科A、兴业银行、招商银行、TCL、南

玻A、东方财富、小商品城等公司的股票被重要股东单次

增持的金额超过10亿元。 其中，万科A的股份在7月11日、

7月25日获得重要股东增持累计金额超过百亿元。兴业银

行的股份遭重要股东增持涉及的金额也较高，公司7月10

日发布公告，公司股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9日增持公司股份

共计6.08亿股，股权变动部分涉及金额近99.2亿元。

不过，此前快速增持的公司均难避市场下跌的冲击，

通达股份、 禾嘉股份等公司甚至遭遇刚实施增持就遭遇

跌停。 通达股份8月25日午间公告，其实际控制人史万福

与马红菊于8月24日合计增持了公司135.16万股，增持均

价为21.13元/股，增持金额为2855.48万元。 25日，公司股

价跌停，报收于18.94元。 26日，该股继续下跌4.38%，报收

于18.11元。

深圳森瑞投资公司总经理林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核心高管及大股东的逆市增持，说明这些股票已经回

归到合理的价值区间，甚至已经低于合理价格，因此才会

出现此类“抄底” 行为，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股票已经跌

到底部，毕竟最近的股市处于一种非理性暴跌的状态，超

跌也是有可能的。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2015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

假期前暂停申购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08

月

2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53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永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永赢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09-01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

发明电

[2014]28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1

）

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

，

本基金的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

自

2015

年

09

月

07

日起

，

本基金将恢

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

2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

）

的规定

"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

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

（

3

）

敬请投资者做好相关安排

，

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

（

4

）

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51690111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axwealthfund.

com

获取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