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跌急续命 部分私募取消“清盘线”

本报记者 刘夏村

近期A股大跌，市场风声鹤唳。 不过，证券信托经理张华（化名）没有忙着“强行平仓” ，而是在协调取消私募基金产品的“清盘线” 。

张华的经历并非个例。 信托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券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去年市场出现异常波动以来，不少面临清盘的私募基金开始通过调低甚至取消“清盘线”的方式来保障产品存续，近期市场大跌使这一现象再度集中出现。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清盘线”对私募基金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 一方面，通过清盘止损等外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募基金的风控短板；另一方面，“清盘线”也容易让基金经理消极投资，鼓励追涨杀跌。

大跌考验清盘机制

大概很少有人料想到，A股新年交易的头一周就出现四度熔断。 新年伊始，A股市场就被汇率贬值、大股东减持等利空阴影笼罩，刚开始实行的熔断机制则加速了市场大跌。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7日收盘，A股市值在年初前四个交易日就蒸发了7万亿元。

市场大跌使私募基金再度面临清盘危机。 一直以来，清盘机制是私募基金的一种重要风控机制。 以市场常见的“阳光私募产品”为例，当T日下午收盘时信托公司估算的信托单位净值小于或等于“清盘线”时，无论之后信托单位净值是否可能恢复到该止损线之上，自公布之日开始，信托公司将拒绝执行委托人代表或投资顾问发出的投资指令，并对信托计划持有的证券品种进行连续的变现操作，直至信托计划财产全部变现为止。 目前，阳光私募的清盘线多在0.7元至0.8元。

所以，作为证券信托经理的张华最近很忙。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张华并非在忙着“强行平仓” ，而是在与投资者协调，降低甚至取消相关私募基金的“清盘线” 。 他说：“最近已经有几家私募管理公司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

另外，多个信源亦证实了这一现象。 某中型私募基金总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确实有一些同行为了避免被清盘，在调整产品“清盘线” 。 某知名券商销售渠道人士透露，其销售的私募基金中，已经有近30%取消了平仓线。

上述多位知情人士介绍，当产品逼近平仓线时，一些投顾会提出调整或取消“清盘线”的要求，再由信托公司或其他渠道方与投资者协商沟通，经一定比例的投资者同意后方能修改合同。 例如，某私募基金在取消其产品“清盘线”时，由发行产品的信托公司召开受益人大会。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取到的相关资料显示，最终共有代表2970万份信托单位的受益人参加表决，占信托计划全体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的51.83%，超过信托计划全体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的50%。 其中，持有2670万份信托单位的受益人同意该次受益人大会审议事项，占参加大会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总数的89.90%，超过参加大会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的三分之二。

私募举动耐人寻味

事实上，修改甚至取消“清盘线”的背后，正是众多大大小小面临清盘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上述多个信源指出，调整或取消“清盘线”的行为一直就有，但较为少见。 直到2015年市场剧烈波动后，取消“清盘线”的行为开始大量出现。 2015年6月中旬开始，A股市场持续暴跌，最终殃及到私募基金。 彼时，大量私募基金产品，特别是2015年当年发行的私募基金面临清盘，这其中既有大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也有小基金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为了避免产品被清盘，私募基金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投顾自行补仓。 例如，去年9月中旬，期货大佬葛卫东旗下的混沌道然资产管理公司在公司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表示，控股公司上海混沌投资集团将于2015年9月30日向公司旗下两只基金产品，“混沌价值一号”基金 (含A、B基金)和“混沌价值二号”基金(含A、B基金)分别追加资金5000万元和1亿元。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私募基金与投资者协商修改或取消“清盘线” 。 前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采取这种处置方式的私募基金中，不乏大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前述券商人士表示，从他接触的产品来看，大中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出于维护市场形象，在产品净值逼近“清盘线”时，也有很强的动力取消“清盘线” 。 他透露，其销售的产品中，已经有三家知名私募机构发行的产品在股灾后取消了“清盘线” 。 张华亦透露：“新年以来市场表现不好，最近在我们这边发产品的一家大私募也在考虑取消‘清盘线’ 。 ”

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基金投资经理认为，保证公司旗下其他产品的业绩稳定，避免恶性循环亦是私募基金取消“清盘线”的原因之一。 他表示，一些私募基金公司旗下多只产品属于“复制仓位” ，投资标的相似度很高，一旦其中一只被强平，则有可能加剧其他产品净值下跌。

风控制度有待完善

实际上，业内人士认为，“清盘线”对于私募基金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有助于弥补私募基金的风控短板，一方面又制约着私募基金的发展。

据格上理财统计，截至2015年12月23日，2015年清盘的证券类私募基金共1589只，接近2014年的3倍，相当于过去4年清盘基金数量的总和；提前清盘的基金占清盘基金总量的比例高达43%，较2014年的20%占比翻倍。 显然，“股灾”再次暴露了私募基金的风控短板。 目前，由于成本控制等多方面原因，多数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缺乏专门的风控机制和人力，凸显了外部风控的重要性，而清盘止损制度是主要方式。 有私募基金经理担心，取消“清盘线”后，或会使一些产品的投资风格更加激进。

好买基金则认为，“清盘线”的初衷是希望在控制损失的情况下，能享受高收益。 但从产品的角度讲，“清盘线”的设置对投资者造成了幻觉。 以股票型私募为例，一般私募的“清盘线”设置在0.8元。 这对投资者的幻觉是可以享受股票市场的收益，而最大的风险是亏损20%。 显然，这并没改变股票型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属性。 某种程度上是鼓励风险较低的投资者投资了不适合的高风险产品。 在具体的投资上，一般管理人会采用先建安全垫，逐步提高仓位的做法。 事实上，这种投资方法，直接的结果就是有效资产运用不足。 投资者出了100万的资金，只有50万在有效运作，甚至更少。

前述私募基金经理进一步表示，一旦产品逼近“清盘线” ，基金经理往往会选择空仓，使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一只“死基金” 。

好买基金还认为，“清盘线”的设置在机制上鼓励管理人追涨杀跌。 由于“清盘线”机制的存在，或多或少使管理人偏离“看企业” ，更着重于市场博弈获得收益。 投企业与趋势交易历来是两大投资派别，合法赚钱并无对错，但如果少了价值投资，那么投资将与赌博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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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业内人士认为，“清盘线”

对于私募基金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

方面有助于弥补私募基金的风控短板，

一方面又制约着私募基金的发展。

据格上理财统计， 截至2015年12

月23日，2015年清盘的证券类私募基

金共1589只，接近2014年的3倍，相当

于过去4年清盘基金数量的总和；提前

清盘的基金占清盘基金总量的比例高

达43%，较2014年的20%占比翻倍。 显

然，“股灾” 再次暴露了私募基金的风

控短板。 目前，由于成本控制等多方面

原因， 多数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缺乏专

门的风控机制和人力， 凸显了外部风

控的重要性， 而清盘止损制度是主要

方式。 有私募基金经理担心，取消“清

盘线” 后，或会使一些产品的投资风格

更加激进。

好买基金则认为，“清盘线” 的初

衷是希望在控制损失的情况下，能享受

高收益。 但从产品的角度讲，“清盘线”

的设置对投资者造成了幻觉。 以股票型

私募为例，一般私募的“清盘线” 设置

在0.8元。这对投资者的幻觉是可以享受

股票市场的收益，而最大的风险是亏损

20%。 显然，这并没改变股票型产品的

风险收益特征属性。 某种程度上是鼓励

风险较低的投资者投资了不适合的高

风险产品。 在具体的投资上，一般管理

人会采用先建安全垫，逐步提高仓位的

做法。 事实上，这种投资方法，直接的结

果就是有效资产运用不足。 投资者出了

100万的资金，只有50万在有效运作，甚

至更少。

前述私募基金经理进一步表示，一

旦产品逼近“清盘线” ，基金经理往往会

选择空仓， 使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一

只“死基金” 。

好买基金还认为，“清盘线”的设置

在机制上鼓励管理人追涨杀跌。 由于

“清盘线”机制的存在，或多或少使管理

人偏离“看企业” ，更着重于市场博弈获

得收益。 投企业与趋势交易历来是两大

投资派别，合法赚钱并无对错，但如果少

了价值投资，那么投资将与赌博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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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大股东

股份质押比重较低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日前同洲电子发布公告称， 因控股股东质押给国元证券

的股票接近警戒线，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12

日开市起停牌。业内人士表示，近期上市公司大股东质押现象

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A股重挫后，高比例股票质押面临一

定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引起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创业板股份质押现象突出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2日，上市公司大股东质押的

股份总量达到1508.81亿股， 占两市公司发行股份总量

43014.82亿股的3.51%；占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21498.44亿股的7.02%。

从存在大股东质押股份的上市公司家数看，存在大股东

质押股份的上市公司有1337家， 占目前上市公司总数2827

家的47.29%， 即有近一半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存在股份质

押情况。

业内人士认为，总体看，在质押中的上市公司股份虽然不

少，超过1500亿股，但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持股

份比重不高。这说明，相当多的大股东通过质押股份进行融资

的股份数量不是很大。但从上市公司家数看，有近半的上市公

司大股东存在质押股份的情况， 说明众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在

采用这种方式获得资金。

从大股东采取质押股份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布看， 存在大

股东质押股份的上市公司比重最大的为创业板， 高达

68.90%，即近7成的上市公司有股份被大股东质押；其次为中

小板，占比超过六成，为62.78%；而深市主板比重为38.39%，

沪市为31.64%。

从各板块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的比

重看， 也是创业板最高， 达到10.26%， 其次是中小板，为

6.82%，深主板为4.59%，而最低的是沪市，仅为1.18%。

业内人士表示， 不同板块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质

押情况差别比较大。创业板大股东质押比重较高，主要是因为

创业板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低， 且创业板第一大股东

大多是民营企业，融资时通过质押股份比较方便。而沪市上市

公司国企较多，其第一大股东通常也是国企，持股比重通常较

高，而其融资可选择的抵押物较多，股份只是其中之一。

此外，从大股东进行质押的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看，数量较

多的是计算机、通信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行业，接近200家。

部分公司质押比重较高

总体看，上市公司大股东股份质押不算很高，但就具体上市

公司而言，部分公司目前仍在质押的股份占其股份比重较大。

Wind数据显示，有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所持股份质押的比

重相当高。如某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量为7.29亿股，而目前质

押的股份达到7.21亿股，占比达98%以上；另一家公司第一大

股东持股量为1.32亿股，而目前质押股份数为1.0989亿股，占

比为83.34%。 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的比重在60%以上的公司

更多，如某公司大股东持股1.53亿股，而质押股份数量为1.14

亿股，占比为74.37%。

值得注意的是， 未发现上述相关上市公司公告其大股东

的股份质押情况，特别是其质押数量、比重、警戒线等重要信

息。业内人士认为，大股东因为有融资需求而质押股份是正常

现象，而由于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具体情况不同，质押股份的

期间不同，股价变化情况也不一样，即使股份质押比重较高，

也不一定存在很高风险或必然引起上市公司的重要变化。 但

在股指出现大幅下挫的背景下，对投资者而言，这些质押信息

的透明度显然是越高越较好。在市场剧烈波动期间，股份质押

比重较高的上市公司应当考虑增加相关的信息披露。

A股重挫冷却融资热情

□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随着A股市场的连续下跌，两融市场

热度明显降温。 短短一周多的时间，两融余额

已经由阶段高点1.21万亿元回落超过千亿元，

且缩减速度随着跌幅的加深而提升。 Wind数

据显示，1月11日，沪深两融余额为10644.71亿

元，环比下降了346.36亿元，这一降幅是本轮

市场下跌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 尽管当前跌势

趋缓、情绪趋稳，但风险偏好降低制约两融规

模的回升。

融资偿还维持高位

在赚钱效应减弱的市场中， 融资买入积极

性明显下降，是造成两融余额回落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1月11日，融资买入额为522.09亿元，

环比1月8日的614.98亿元进一步萎缩。

融资买入积极性与两融规模的关系密切。

回顾历史数据可以发现，2015年12月24日，两

融余额达到1.21万亿元， 此前连续几日的融资

买入积极性较高，单日买入额多次超过千亿元。

而后融资买入额节节回落， 在1月4日仅为

551.49亿元，1月6日、7日和8日的融资买入额分

别仅为602.92亿元、166.38亿元和614.98亿元。

而在1月8日和11日的融资偿还额则依旧维持

在相对高位，分别为849.57亿元和867.35亿元。

两融规模也结束了此前的增长态势， 重回

下降通道。自去年中触及高点2.27万亿元后，两

融余额随股指的快速回落而下降，直到2015年

9月30日触及阶段低点9067.09亿元，而后开始

随市场的企稳而重新缓步回升。 这种态势一直

延续到了去年12月24日， 两融余额回到1.21万

亿元上方， 但由于去年末的震荡调整和今年初

的大幅波动，两融余额连续回落。 当前，两融余

额已经从阶段高点1.21万亿元回落至了1.06万

亿元下方，短短数日下降超过千亿元。

究其原因，在连续下跌行情中，投资者买入

意愿急剧下降， 而加杠杆融资买入的积极性更

是大幅减退。不仅如此，融资客还纷纷偿还以往

融资额，不愿意白白支付融资手续费。市场下跌

往往越是后期越是凌厉， 抗不过去的融资客此

时选择撤离的意愿增强。

与此同时，融券余额也在不断下降，从去年

12月23日的32.23亿元回落到了今年1月11日

的23.92亿元。 ETF也延续去年中以来的跌势，

例如两融余额最高的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已

经从历史最高点———2015年6月17日的785.69

亿元下降至了今年1月11日的320.86亿元。

市场情绪趋于稳定

自去年12月25日到今年1月11日， 两融余

额快速回落期间， 各个行业均遭遇了融资净偿

还，但缩水程度不同。

分行业来看， 上述期间非银金融行业的融

资净偿还额最高，达到了192.30亿元，计算机、

医药生物和传媒行业的融资净偿还额也位居前

列， 分别为107.36亿元、101.89亿元和98.61亿

元；房地产、电子和银行业的净偿还额也超过了

70亿元。 相对而言，休闲服务、轻工制造和建筑

材料行业的净偿还额较小， 分别为3.40亿元、

13.29亿元和15.72亿元， 而其余行业的净偿还

额均超过了18亿元。

从个股来看，在两融标的股中，仅有62只

个股的融资净买入额为正值，其中，万达信息、

江苏国泰、 中海发展和中信国安的净买入额居

前，分别为7.25亿元、4.29亿元、4.09亿元和2.28

亿元。 相对而言，中信证券、中国平安和兴业银

行的净偿还额居前，分别为24.82亿元、14.48亿

元和11.88亿元，同时民生银行、东方财富和兴

业证券的净偿还额也超过了10亿元。

两融市场是A股资金情绪的晴雨表， 也是

市场成交活跃度的重要指标， 与A股市场走势

密切相关。近期的行情让投资者措手不及，短短

一周多时间，沪综指已经从3600点上方节节败

退至3000点关口附近，创业板指也从2800点附

近回落至了2100点一线。 昨日，市场惯性下探

后红盘震荡，市场情绪趋缓。 不过，短期市场元

气大伤，V型反转并不现实，增量资金入市更为

谨慎，存量资金损失较大而暂难积极营造热点。

随着阶段底部逐步探明， 两融市场也有望趋于

平稳，但重拾升势仍待时日。

大跌急续命 部分私募取消“清盘线”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近期A股大跌，市场风声鹤唳。 不过，证券信托经理张华（化名）没有忙着“强行平仓” ，而是在协调取消私募基金产品的

“清盘线” 。

张华的经历并非个例。 信托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券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去年市场

出现异常波动以来，不少面临清盘的私募基金开始通过调低甚至取消“清盘线” 的方式来保障产品存续，近期市场大跌使这一

现象再度集中出现。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清盘线” 对私募基金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 一方面，通过清盘止损等外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私募基金的风控短板；另一方面，“清盘线” 也容易让基金经理消极投资，鼓励追涨杀跌。

大跌考验清盘机制

大概很少有人料想到，A股新年交

易的头一周就出现四度熔断。新年伊始，

A股市场就被汇率贬值、 大股东减持等

利空阴影笼罩，刚开始实行的熔断机制

则加速了市场大跌。 Wind数据显示，截

至1月7日收盘，A股市值在年初前四个

交易日就蒸发了7万亿元。

市场大跌使私募基金再度面临清盘

危机。 一直以来，清盘机制是私募基金的

一种重要风控机制。 以市场常见的“阳光

私募产品”为例，当T日下午收盘时信托

公司估算的信托单位净值小于或等于

“清盘线”时，无论之后信托单位净值是

否可能恢复到该止损线之上，自公布之日

开始，信托公司将拒绝执行委托人代表或

投资顾问发出的投资指令，并对信托计划

持有的证券品种进行连续的变现操作，直

至信托计划财产全部变现为止。 目前，阳

光私募的清盘线多在0.7元至0.8元。

所以， 作为证券信托经理的张华最

近很忙。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张华并

非在忙着“强行平仓” ，而是在与投资者

协调， 降低甚至取消相关私募基金的

“清盘线” 。 他说：“最近已经有几家私

募管理公司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

另外，多个信源亦证实了这一现象。

某中型私募基金总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目前确实有一些同行为了避免

被清盘，在调整产品“清盘线” 。 某知名

券商销售渠道人士透露， 其销售的私募

基金中，已经有近30%取消了平仓线。

上述多位知情人士介绍， 当产品逼

近平仓线时， 一些投顾会提出调整或取

消“清盘线”的要求，再由信托公司或其

他渠道方与投资者协商沟通， 经一定比

例的投资者同意后方能修改合同。例如，

某私募基金在取消其产品“清盘线”时，

由发行产品的信托公司召开受益人大

会。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取到的相关资料

显示，最终共有代表2970万份信托单位

的受益人参加表决， 占信托计划全体受

益人所持信托单位的51.83%，超过信托

计划全体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的50%。

其中，持有2670万份信托单位的受益人

同意该次受益人大会审议事项， 占参加

大会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总数的

89.90%，超过参加大会受益人所持信托

单位的三分之二。

私募举动耐人寻味

事实上，修改甚至取消“清盘线”的

背后，正是众多大大小小面临清盘的私

募基金管理公司。

上述多个信源指出， 调整或取消

“清盘线” 的行为一直就有，但较为少

见。 直到2015年市场剧烈波动后，取消

“清盘线” 的行为开始大量出现。 2015

年6月中旬开始，A股市场持续暴跌，最

终殃及到私募基金。 彼时，大量私募基

金产品，特别是2015年当年发行的私募

基金面临清盘，这其中既有大型私募基

金管理公司，也有小基金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为了避免

产品被清盘，私募基金通常采取两种方

式：一种方式是投顾自行补仓。 例如，去

年9月中旬， 期货大佬葛卫东旗下的混

沌道然资产管理公司在公司官方网站发

布公告表示， 控股公司上海混沌投资集

团将于2015年9月30日向公司旗下两只

基金产品，“混沌价值一号” 基金(含A、

B基金)和“混沌价值二号” 基金(含A、B

基金)分别追加资金5000万元和1亿元。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私募基金与投资

者协商修改或取消“清盘线” 。前述知情

人士透露， 目前采取这种处置方式的私

募基金中，不乏大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前述券商人士表示， 从他接触的产品来

看， 大中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出于维护

市场形象， 在产品净值逼近 “清盘线”

时，也有很强的动力取消“清盘线” 。 他

透露，其销售的产品中，已经有三家知名

私募机构发行的产品在股灾后取消了

“清盘线” 。 张华亦透露：“新年以来市

场表现不好， 最近在我们这边发产品的

一家大私募也在考虑取消‘清盘线’ 。 ”

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基金投资经理

认为， 保证公司旗下其他产品的业绩稳

定，避免恶性循环亦是私募基金取消“清

盘线”的原因之一。他表示，一些私募基金

公司旗下多只产品属于“复制仓位” ，投

资标的相似度很高， 一旦其中一只被强

平，则有可能加剧其他产品净值下跌。

去年9月以来两融余额走势（亿元）

数据来源：Wind� �制表：张怡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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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02

号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换发《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了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药品生

产许可证》，主要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

社会信用代码：17770184-9

法定代表人：刘勤强

企业负责人：徐胜

质量负责人：甘焕新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编 号：鄂20160004

分类码：HbZab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片剂、硬胶囊剂、散剂、糖浆剂、煎膏剂（膏滋），丸

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糊丸），颗粒剂。 （含中药提取车间）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35

证券简称：长城动漫 公告编号：

2016-004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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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12日收到

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赵锐勇先生的承诺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长城集团、赵锐勇先生承诺：自

承诺函出具之日（2016年1月12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公司股票。

长城集团、赵锐勇先生未来不排除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长城集团持有公司股票30,077,5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5%；赵锐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

2016－003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能投集团” ）的通知，重庆能投集团2016年1月1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继续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重庆能投集团于2016年1月11日，增持公司股份283,900股，增持金额为4,296,249.38

元。 本次增持前，重庆能投集团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61,363,662股，约占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7.86%；增持后，重庆能投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1,647,562股，约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90%。

二、后续增持计划

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临:2015-031)、《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临:2015-032)� ,�为维护资本市场

稳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重庆能投集团计划通过包括

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并承诺增持资金

不低于2570万元。

重庆能投集团于2016年1月8日首次增持公司股份1,273,750股（详见公司临

2016-002号公告），本次增持后，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557,650股，增持金额为25,701,

397.47元。

重庆能投集团增持公司股份属于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目前已实施完毕。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四、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CFP图片 制图/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