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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环境变化 热门概念降温

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案例明显增多

□本报记者 蒋洁琼

Wind数据统计， 截至9月18日，今

年以来A股公司共发生459起变更募资

用途事件，而去年同期仅为136起，同比

增长234.5%。设备制造业、有色、仪器仪

表、土木工程、生物医药等行业变更募

资投向的公司居多。

对于上市公司变更募投资金用途

的原因，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公司是因

为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目前市场机

会不佳；有的公司则是此前计划参与热

点项目投建，但热门概念转换快，随着

市场热度减退，相关公司也就不再愿意

投资这些项目。

变更募资投向公司多

数据显示，9月以来，上市公司共有

31起变更募资用途事件发生，涉及智度

股份、大康农业、中山公用、大豪科技等

公司。今年以来，变更募资用途事件459

起， 去年同期仅为136起， 同比增长

234.5%。

在专业设备制造领域， 创力集团、

中捷资源、三一重工、东方精工等公司

披露了34起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事件；土

木工程建筑业中，东方园林、东华科技、

美丽生态等公司披露52起；在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神火股份、明泰

铝业、万顺股份等公司披露9起；仪器仪

表制造领域，开元股份、林洋能源、科陆

电子等公司披露11起。

此外，医药制造领域，片仔癀、太龙

药业、昆药集团、佛慈制药等公司披露

41起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事件；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联络互动、中科创达、用

友网络、 蓝盾股份等公司披露32起；计

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领域，

宇顺电子、华灿光电、汉邦高科、胜利精

密等公司披露35起。

分析人士表示， 上市公司根据所

处行业状况进行募资投向调整， 多为

加快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资金投

资回报。

变更项目五花八门

从变更募资的投向情况看，加速主

业项目升级、补充流动资金、发展新业

态、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并购资产，

成为主要方向。

主业项目升级方面， 以金银河为

例，公司原计划募集资金1.71亿元投入

有机硅及锂电池行业专用设备生产项

目；7月25日，公司公告称，拟变更募资

投向为锂离子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及单

体设备扩建项目。 公司表示，建设锂离

子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及单体设备扩建

项目，将进一步从产业链上完善珠三角

地区的锂电池产业， 加快项目投产时

间，快速实现收益。

部分公司变更募资投向为偿还金

融机构贷款。 以国机汽车为例，公司原

拟以2.36亿元募集资金投向福特汽车

进口配套系统建设项目、高性能汽车配

件及服务互联网拓展项目及信息化建

设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为偿

还金融机构借款。 国机汽车表示，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按照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难以按期达

到预期效益。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存

在优化资本结构、适当降低借款规模的

需求。

补充流动资金方面，航天晨光公司

拟终止实施油料储运及LNG运输车项

目， 并将2.775亿元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顾家家居则表示，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将该项目尚未投

入的4.03亿元募集资金全部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此外，苏宁云商拟将购置店项目变

更用于物流运营业务发展，即收购天天

快递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公司公告称，

拟将购置店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27.58亿元投入 “收购天天快递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 。 利民股份原拟将1.43亿

元募资投入基础原料项目，变更后为收

购山东达民70%的股份。 公司表示，基

础原料项目中的丙二胺项目，为公司产

品丙森锌提供主要生产原料，实施收购

山东达民70%的股份的成本和风险远

低于自建丙二胺项目的成本和风险。

时间跨度较长

部分公司此次变更募资投向与最

初募集资金的时间跨度较大，对于变更

募资使用方向的原因，多数公司表示为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以巨轮智能为例，公司募资日期为

2014年11月，2017年7月1日公告变更

投资方向。此外，天沃科技2013年6月公

告募资，2017年3月公告变更资金投向；

宝色股份2014年10月公告募资，2017

年4月公告变更资金投向。

“上市公司募资到账需要时间。 部

分实施定增项目时，经营环境可能与当

初立项时出现较大变化。 ” 香颂资本沈

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变

更募投资金用途可能有两种情况：经营

环境变化， 使得目前市场机会不佳；此

前计划参与热点项目投建，但热门概念

存在短期性，市场热度减退，上市公司

也就不再愿意投资了。

以建设机械为例， 公司原拟2亿元

向天成机械增资， 现变更以6498.28万

元向庞源租赁增资。 对于变更募资用途

的原因，建设机械表示，2015年至2016

年度，受宏观经济影响，工程机械行业

仍处于深度结构调整期，塔式起重机行

业市场需求容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2016年1-9月份， 行业产能依旧过剩。

天成机械属于中小规模塔式起重机生

产企业， 并不具有全国市场竞争优势，

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市场环境，天成机

械塔机主机、配件的销售收入亦有较大

幅度降低。 同时，钢材等生产原材料的

采购价格有所上升，导致产品成本有所

上升，毛利率不断下滑。 若天成机械继

续按照原有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进行购

买设备、从事研发等投入，在短时间内

难以见成效。

智度股 份 原 拟 8600 万 元 投 入

Android项目。 公司9月12日公告称，针

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推广及应用，

结合目前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和公司

的业务形态，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实施

该Android项目难以及时为上市公司带

来业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项

目不再使用募集资金继续投入。

9月以来上市公司大股东增减持活跃

□本报记者 董添

9月以来，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减

持双双保持活跃态势，增、减持规模均

与8月份全月基本相当。 根据Wind数

据统计，9月以来， 上市公司大股东合

计减持量为9.35亿股，金额86.45亿元；

大股东合计增持量为5.57亿股， 金额

60.4亿元。

另据统计，9月份解禁规模约为

313.6亿股，解禁参考市值约为2991.58亿

元，为年内第三解禁高峰；但本周解禁规

模相对较小，解禁规模约为40.1亿股，仅

占全月解禁规模的12.68%。

增减持均保持活跃态势

Wind数据显示，9月以来， 共有

210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了减持，共

减持9.35亿股， 涉及金额86.45亿元；

111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了增持，共

增持5.57亿股，涉及金额60.4亿元。 增

减持规模均与8月全月相当。 其中，温

氏股份9月份以来被增持18次，涉及股

东共5位。

建研集团、狮头股份、拓邦股份、岭

南园林等11家上市公司9月以来被大股

东增持比例均超过1%股份。 其中，建研

集团被单个股东增持6.74%；狮头股份被

单个股东增持5%。

此外，29家上市公司9月份以来被大

股东减持比例超过1%股份。

多家公司大股东在9月份完成了增

持计划。 以鹏博士为例，公司控股股东鹏

博实业通过长安信托-长安投资747号

资产管理计划于9月12日至9月14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完成本次增持

计划。 根据公告，本次共增持1066.27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国信证券称，

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彰显了信心， 有利于

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部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增

持。 以迈克生物为例，公司9月14日公告

称，实际控制人唐勇、王登明通过深圳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

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后，唐勇等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2.2亿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39.56%。

多家公司大股东增持规模达到了

增持计划的下限。 以辉隆股份为例，公

司9月15日晚间公告称，控股股东增持

已达1%股份， 达到增持计划披露的下

限。 公司8月19日公告称，控股股东无

偿转让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将其持有

的公司38.58%的股份， 无偿转让给全

资子公司安徽辉隆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第一大股东由商业总公司变更为辉隆

投资。

解禁压力相对较小

Wind数据显示，9月18日-9月22

日，解禁规模为40.1亿股，为9月份解禁

规模最小周 ， 仅占全月解禁规模的

12.68%； 解禁股份参考市值为386.49亿

元。 解禁压力相对较小。

具体来看， 本周共有39家上市公司

限售股解禁。 其中，远兴能源、*ST吉恩、

大名城、中钢国际、巨化股份、省广股份、

跨境通、 湘电股份等公司解禁股份数量

超过1亿股；*ST吉恩、大名城、赫美集团、

华微电子等公司此次解禁后， 待流通股

份数量将变为零。

从解禁比例方面看，*ST吉恩、 中钢

国际、赫美集团、远兴能源、大名城、湘电

股份、仙坛股份、省广股份、农尚环境、合

锻智能等公司本周解禁比例均超过10%

股份。 其中，*ST恩吉解禁比例达33.1%

股份。

从解禁股份类型看， 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共涉及26家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限售股共涉及8家上市公司。

分众传媒两股东减持

□本报记者 蒋洁琼

分众传媒9月18日晚公告称，公司股

东Power�Star�Holdings（Hong�Kong）

Limited、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分别累计减持3.6%股份、0.87%

股份。

两股东拟清仓式减持

根据公告 ，2月14日至9月15日，

Power� Star（HK）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3.60%股份。 本次减持后，Power� Star

（HK） 持有分众传媒股份6.12亿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

同时，Gio2（HK）于2017年8月18

日-9月1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持股数量由减持前的8.28亿股 （占总

股本6.77%）变更为7.22亿股（占总股

本5.90%）。

6月16日晚间，分众传媒公告了上

述两位大股东的减持计划， 第二大股

东Power� Star （HK） 和第五大股东

Gio2（HK），计划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

易日后6个月内，分别减持所持有的分

众传媒股份不超过6.48亿股和5.91亿

股，即不超过分众传媒总股本的7.41%

和6.77%。

分众传媒一季报显示，Power� Star

（HK）和Gio2（HK）分别持有分众传媒

7.41%股份和6.77%股份。 这意味两位股

东计划“清仓式减持” 。

此外，分众传媒7月1日公告称，基于

资金需要的原因， 公司股东Giovanna�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拟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分众传媒2.4%的股

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Giovanna持有上

市公司4.37亿股，持股比例为5%。 Gio-

vanna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分众传媒

股份的计划， 或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减持

其股份。

半年报显示， 在分众传媒前十大股

东中，Glossy� City （HK）Limited报告

期内减持1.1亿股， 减持后持股比例为

6.35% ；Giovanna报告期内减持 2.1亿

股，减持后持股比例为5%。

面临较大解禁压力

据了解 ，Power� Star（HK）、Gio2

（HK）、Glossy� City� （HK） 和Gio-

vanna� Investment（HK）四位股东均

为分众传媒私有化时入股， 在分众传媒

董事会中不占席位，为财务投资者。

今年4月17日， 占分众传媒总股本

5.78%的限售股解禁，其中便包括上述股

东持有的股份。 此外，占分众传媒总股本

高达34.75%的限售股于2016年12月29

日解禁。 在此背景下，分众传媒面临较大

的解禁压力。

半年报显示，分众传媒上半年实现

营收56.41亿元， 同比增长14.49%；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33

亿元，同比增长33.23%。

受益于新经济品牌对分众传媒的

认知度和投放量的不断提升，公司预计

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8.3亿元-39.3亿元， 同比增长

21.7%-24.88%。

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宏达股份被上交所问询

□本报记者 王维波

宏达股份9月18日晚公告称，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问询

函，对公司大股东股权转让事项提

出了问询。

据披露，因宏达实业、宏达集

团未就“宏达集团与宏达实业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及时通知安信信托，安信信

托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并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

结宏达集团和刘沧龙持有的宏达

实业部分股权， 导致股权转让事

项目前无法推进。 问询函要求上

市公司补充披露： 实际控制人刘

沧龙及宏达集团、 宏达实业与安

信信托的经济纠纷的具体情况，

包括金额、期限、利息、担保等；司

法冻结是否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构成实质障碍； 相关方是否存在

解决司法冻结事项的意愿及具体

安排或约定；除司法冻结事项外，

本次股权转让是否还存在其他实

质性障碍。

据披露， 泰合集团本次协议

转让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

自筹资金。 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

补充披露，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的比例和具体来源情况，以及是

否存在杠杆融资及其金额 、占

比、利息、偿还期限、担保等具体

情形。

据披露， 截至半年报， 公司

持有四川信托22.1605%股份，且

本次转让尚需有关部门的行政

许可。 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补充

披露，本次股权转让具体需要履

行哪些部门的行政许可，相关行

政许可的取得是否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据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收购

协议签署于2017年9月6日， 但直

至9月12日公司才进入停牌程序，

直至9月19日，相关股东才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

补充披露，相关股东的信息披露义

务履行是否及时。

格力电器否认接触一汽夏利

□本报实习记者 崔小粟

格力电器9月18日晚发布澄

清公告，否认将入股一汽夏利。

公告称，经核查，公司及高管

团队从未就入股事宜与天津一汽

夏利进行过磋商，公司及公司高管

团队及其工作人员也从未前往并

入驻天津一汽夏利，未就入股事宜

与天津一汽夏利达成过任何一致

意见。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董明珠

携格力团队一行现身天津一汽夏

利， 就入股事宜进行了最后磋商。

目前，格力团队的相关工作人员已

入驻天津一汽夏利。

2016年， 格力电器收购珠海

银隆事项被否后，董明珠以个人身

份携大连万达集团、 中集集团、北

京燕赵汇金国际投资公司、江苏京

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珠海

银隆签署增资协议， 共同增资30

亿元，获得珠海银隆22.388%的股

权。 其中，董明珠个人投资约10亿

元， 获珠海银隆约7.46%的股权，

一跃成为珠海银隆第二大股东。

拟受让合肥炭素47.89%股权

方大炭素被上交所问询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方大炭素9月18日晚公告称，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问询

函，就公司参与受让控股子公司少

数股权相关事宜进行了问询。

公司公告，拟通过北京产权交

易所参与受让合肥炭素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合肥炭素” ）47.89%

股权。 此前，公司已持有合肥炭素

52.11％的控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

完成后，将持有合肥炭素100%股

权。 本次受让股权，将进一步提高

权益产能， 合理布局炭素产业，稳

健推动主导产品的后续发展空间，

提高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核实并

予以补充说明： 结合公司现有主

导产品的权益产能和市场占有

率，说明若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

公司的权益产能提高的数量和比

例情况、 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百分

比； 补充披露标的股权合肥炭素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包括

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2017

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情况。

上半年应收款项大幅增加

粤泰股份被上交所问询

□本报记者 王维波

粤泰股份9月18日晚公告称，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问询

函， 就公司2017年半年报相关事

项提出了问询。

报告期内， 公司分别向淮南

永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转让

淮南中校区项目及淮南仁爱天鹅

湾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仁爱置

业” ）90%的股权，分别作价22.28

亿元和9.8亿元。 其中，截至4月8

日， 仁爱置业尚欠公司往来款

12.29亿元， 并承诺于8月31日全

部清偿。 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补

充披露： 相关交易价款及往来款

的支付进度、 是否符合相关协议

约定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对

已转让项目是否仍负有担保等其

他义务。

半年报显示，公司应收款项和

预付款项分别为6.43亿元和15.47

亿元， 较上期末分别增长约145%

和27%。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说明

主要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的交易

背景，是否为关联交易，是否符合

行业惯例。

半年报显示，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502.1万元， 并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该笔

应收款的交易背景，是否为关联交

易，是否采取追讨措施。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货币资

金为5.64亿元，而公司短期借款为

19.31亿元，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

负债为7.54亿。问询函要求上市公

司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资金情

况，分析公司的偿债能力以及是否

存在现金流风险。

双林股份拟收购双林投资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双林股份 9月 18日晚公告

称， 拟以25.13元/股发行6456万

股，并支付6.78亿元现金，合计作

价23亿元收购控股股东双林集

团及宁海吉盛、上海华普、宁海

金石所合计持有的双林投资

100%股权，并拟募集不超过7.39

亿元配套资金。

公司表示，募集配套资金拟用

于标的公司年产36万台后驱自动

变速器建设项目和支付此次交易

的部分现金对价。

双林投资主要产品为汽车自

动变速器， 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

交易对手承诺，2017年-2020年双

林投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1.7亿元、2.52亿元、3.43亿元

和4.12亿元。

公司表示， 此次收购完成后，

公司产品延伸至动力总成领域，丰

富公司的产品线。 双林投资旗下

DSI具有多年的变速器生产经验，

6AT自动变速器技术成熟，在市场

上具有较强竞争力。收购双林投资

之后， 将获得自动变速器产品技

术，进一步丰富公司动力总成领域

的产品线，提高上市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

双林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专

注于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生

产，依托自身的技术研发和对外并

购， 形成了汽车内外饰系统零部

件、精密注塑零部件、座椅系统零

部件、轮毂轴承、新能源汽车电机

及其控制器等一系列丰富的汽车

零部件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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