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嫌信披违规

獐子岛被立案调查

□本报记者 董添

獐子岛2月9日晚间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调查通知书》，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如公司存在重大信息披

露违规行为， 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并暂停上市。

公司表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公司财务部

门初步核算，2018年1月营业收入保持同比增长态势。

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大连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大

连证监局认为，獐子岛在底播虾夷扇贝采捕、销售存在

异常情况，对公司2017年三季报作出的2017年度盈利

预测数据将产生重大影响。 可能导致实际经营业绩与

预测业绩存在重大偏差的情况下， 公司未及时对业绩

预告进行修正或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首席财务官勾

荣、董秘孙福君、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对上述事项负有

主要责任。

浙江省第二批国企混改

员工持股试点名单公布

□本报实习记者 陈一良

浙江省国资委、浙江省财政厅、浙江证监局近日联

合发布《关于公布第二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

工持股试点企业名单的通知》。 物产中大公用环境投

资有限公司（物产中大集团）、物产中大国际云商有限

公司（筹）（物产中大集团）、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省机电集团）、浙江中国科技五金城集团有限公

司（金华市国资委）等4家企业入选试点名单。

根据《通知》要求，试点企业须抓紧制定完善试点

方案，按照规定程序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批复后，

尽快实施试点。试点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方案应包括

持股方式、持股范围、持股人数、持股比例、入股价格、

锁定期、分红方式、股权流转规定等内容。 批复后的方

案应及时报省国资委备案。

《通知》 强调， 员工持股方案应充分听取职工意

见，并对有关风险进行评估，制定应对预案。 员工入股

资金来源必须合法合规。 鼓励试点企业在依法合规的

基础上积极开展制度创新，探索员工股权流转、预留股

份等有效形式，建立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据悉， 第二批入选企业如在今年6月30日前未能

正式启动试点工作，经省国资委、省财政厅、浙江证监

局商议后，将该企业调整出试点范围。

浙江省相关省属企业和国资监管机构后续将加

强指导和检查监督，确保试点工作稳妥有序、依法规范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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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增4.3倍

□本报记者 崔小粟

2月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

协”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月，国内汽车

销量281万辆，同比增长11.59%。其中，新能源

汽车市场迎来开门红，共销售3.85万辆，同比

增长4.3倍。

分析人士认为，2018年将成为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关键之年。 随着政府采购逐渐减

少， 全行业将协同挖掘和培养市场化的新能

源汽车终端需求。 从2018年开始，国内新能源

汽车产业将从“全民参与冲规模”走向“龙头

领军提质量” 。

新能源汽车产销增势强劲

1月， 新能源汽车持续热销， 产销分别为

40569辆和38470辆， 同比分别增长4.6倍和4.3

倍。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802辆和

26753辆，同比分别增长3.7倍和4.3倍；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765辆和11717辆，

同比分别增长8.4倍和4.4倍。

从新能源各车型销售情况看， 乘用车产

销同比分别增长5.0倍和4.5倍；客车产销同比

分别增长7.2倍和20倍； 货车产销同比分别增

长87%和95.2%。

车企方面， 比亚迪销售新能源汽车7330

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7151辆，新能源商用车

销量179辆。 1月整体销量向好。 公司表示，

2018年将陆续推出秦二代、唐二代、宋MAX

等新能源汽车，进入新产品周期。此外，江淮汽

车销售纯电动乘用车3621辆， 环比增长

94.57%； 福田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154辆，同

比增长49.5%。

华创证券分析师表示，CATL、比亚迪、国

轩高科等公司2018年1月份排产较去年12月

显著提升，带动上游电池材料生产企业出货量

提升。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尚未落地的情况下， 产销数据保持同比

高增长，反映了行业发展逻辑正在变化。企业

的技术进步从政府引导走向主动改变， 龙头

公司脱颖而出， 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产品获得

市场认可。

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增长

根据中汽协的数据，1月汽车整体产销量

同比呈现两位数增长， 多数车型产销水平均

高于上年同期。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8万辆

和280.9万辆， 产销量环比分别下降11.6%和

8.2%，同比分别增长13.6%和11.6%。

乘用车方面，产销分别完成233.1万辆和

245.6万辆， 环比分别下降10.7%和7.4%，同

比分别增长12.5%和10.7%， 增速低于汽车

总体1.1和0.9个百分点。 从乘用车四类车型

产销情况看，SUV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轿车

呈现增长，MPV和交叉型乘用车则明显下

降，交叉型车降幅明显。 轿车产销同比分别

增长10.8%和7.3%；SUV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2%和22.9%；MPV产销同比分别下降为

5.2%和13.4%； 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同比分别

下降43.8%和30%。

受购置税优惠政策到期影响，1.6L及以下

乘用车市场占有率低于上年。1月，1.6L及以下

乘用车销售169.6万辆，同比下降7.1%，占乘用

车销量比重为69.1%， 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

1.6L及以下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86.4万辆，同

比增长8.2%。

商用车方面，当月产销分别完成35.8万辆和

35.3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21.4%和18%。 分车型

看，客车销量3.5万辆，同比增长18.9%。 其中，大

型、中型、轻型分别增长44.2%、5.9%、17.5%；货

车销量完成31.8万辆，同比增长17.9%。 其中，重

型、中型、轻型分别增长32.0%、4.0%、24.3%；微

型车下降14.3%。

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认为，虽然1月产销

数据呈现两位数增长，但由于政策和假期影响，

1月产销增速不能代表全年趋势。“应从前两月

表现或一季度整体数据预测行业走势。 ”

自主品牌迎来“开门红”

中汽协数据显示，2018年1月， 自主品牌

乘用车销量106.9万辆，同比增长9.4%。 其中，

轿车销量20.6万辆，同比增长2.4%；SUV销量

68.6万辆， 同比增长26.3%；MPV销量14.1万

辆，同比下降22.3%。

中国品牌汽车销量排名前十家企业依次是上

汽、吉利、长安、东风、长城、北汽、一汽、广汽、江淮

和奇瑞。 十家企业共销售116.77万辆，占自主品牌

汽车销售总量的83.17%。

根据车企发布的销售数据，1月吉利汽车

总销量达15.5万辆，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1%，

单月销量创历史新高。 其中，新帝豪、远景、博

越等销量均超过两万辆。

吉利控股集团新闻发言人宋兆桓表示，吉

利汽车坚持轿车与SUV双轮驱动战略，2018年

全年销量目标158万辆。 2018年作为吉利的产

品大年， 公司将陆续推出轿车、SUV、 跨界

SUV、MPV等10款全新产品和改款车型。

上汽集团1月销量合计71万辆， 同比增

长13.1%。 其中，上汽乘用车销售7.3万辆，同

比增长81.4%。 中信证券指出，上汽自主品牌

从 2017年的单一爆款车型RX5热销，向

RX5、RX3、MGZS多个爆款车型全面 “开

花” 转变。

上市公司

积极投资PPP项目

□本报记者 李慧敏

2018年以来， 铁汉生态等37家公司公告中标PPP

项目。 分析师表示，PPP是公共项目投融资的重要模

式，发展空间广阔，在经济转型发展、破解地方债务难

题、提供基本民生保障等领域作用巨大。

多家公司中标PPP项目

东方园林2月8日公告，公司作为牵头人的联合体

中标广西龙州县全域旅游山水连城PPP项目， 项目总

投资16.2亿元。

进入2018年，东方园林、铁汉生态、龙元建设、中

金环境等公司密集披露中标PPP项目。 中信证券指出，

2018年1月，PPP新增入库项目1144个， 环比大幅反

弹。 2017年11月，PPP新增入库项目1个；2017年12月，

零入库。

铁汉生态与其他公司、 机构组成的联合体中标

福建 “‘泉州芯谷’ 南安高新技术园区市政道路

PPP项目包一” ，项目估算总投资11.7亿元。 2018年

以来，铁汉生态中标5个PPP项目，涉及投资额约75

亿元。

此外， 龙元建设签署了信丰文教园建设PPP项目

合同。项目总投资额约18.2亿元，包括信丰文体广场建

设项目、信丰县花园湾大桥工程项目等五个子项目。

中信证券指出，在新增PPP项目中，市政工程、交

通运输、生态和环保行业涉及投资金额多。 从上述37

家公司披露的PPP项目看，主要为环保、生态建设、市

政工程及交通运输类项目。

行业迎来发展机遇

中金环境公告，由公司承接的“河北省邢台市清

河县清水河区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 入选财

政部第四批PPP示范项目。

《财政部关于公布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

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日前发布，确定财政部联合有关

部门共同筛选出396个项目作为第四批PPP示范项目，

涉及投资额7588亿元。

铁汉生态8个PPP项目入选财政部第四批PPP示

范项目，涉及投资额逾53亿元，包括3个市政工程、2

个水生态综合治理、2个全域旅游项目和1个文创项

目。 而东方园林有7个项目入选财政部第四批PPP示

范项目。

中信证券分析师预计，2018年PPP项目高位稳增。

2017年将探索阶段的PPP项目逐步甄选、规范、去伪存

真，鼓励符合规范的项目扩张，对不符合规范的项目进

行限制并控制风险。 PPP仍是建筑行业重要工程模式，

长期看仍将稳健增长。

安信证券指出，PPP市场空间依然广阔， 规范之

后的中长期投资更加有保障。 2017年以来，系列监管

文件出台，关注PPP发展质量和中长期效益，随着顶

层设计和制度体系逐渐完善，作为公共项目投融资的

主要着力点之一，PPP将在助推经济转型发展、 破解

地方债务难题、提供基本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中发挥

巨大作用。

法院裁定康达尔不得剥夺京基集团表决权

□本报记者 杨洁

康达尔延宕多年的股权之争仍在胶着。康

达尔2月9日早间公告，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康达尔不得在

2018年2月8日举行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上剥夺京基集团的表决权，应将京基

集团所持公司1.24亿股全部计入有效表决权

总数。

公司表示， 若京基集团所持股份计入有

效表决权总数，则上述议案均不能获得通过；

若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的表决票不

得行使表决权， 则六项议案审议结果均为通

过。 在司法机关作出生效判决或监管机构作

出核查结论后， 再确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事项的表决结果。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光英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应该执行法院裁定。

记者致电康达尔董秘联系电话， 一直处于无

人接听状态。

股东身份及权利认定

围绕康达尔的控股权争夺旷日已久，在

第二大股东京基集团与控股股东华超投资两

大阵营之间针锋相对展开，并发起多轮诉讼。

其中， 股东身份及权利认定是双方争议的一

大核心。

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康达尔控股股东

华超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季圣智共持有

31.66%股份， 京基集团则持有31.65%股份。

康达尔指出， 第八大股东深圳市吴川联合企

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疑似京基集团一致行动

人，持有1.94%股份。 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康达尔33.59%股份。

2018年2月7日，康达尔收到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京基集团用其名下房

产作担保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法院裁定，康达

尔不得在2018年2月8日举行的公司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剥夺京基集团的表决权，

应当将京基集团所持公司1.24亿股全部计入该

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

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

止裁定的执行。

不过，康达尔董事会认为，监管机构对

涉及京基集团增持公司股份涉嫌违法的事

项正在调查、司法机关对涉及公司与京基集

团所持股份表决权事项的相关纠纷案件尚

未作出生效判决，结果与目前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对京基集团表决权的处理裁定可

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因此公司暂将京基集

团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进行计票的同时，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的表决结果分类进行统计。 在司法机关

作出生效判决或监管机构作出核查结论后，

再确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

结果。

康达尔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包括《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关于为公司董监高投保的议案》、《关

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康达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互保协议的议案》、《关于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关于向法院申请对查封资产

进行置换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共六项。

公司表示，若将京基集团所持股份计入

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则上述议案

均不能获得通过； 若相关诉讼案件作出的

生效判决或监管机关作出的核查、 调查结

论认定京基集团受让的林志等13人违法增

持获得的公司股份的表决票不得行使表决

权， 或认定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

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

决票不得行使表决权， 则六项议案审议结

果均为通过。

股权之争悬而未决

这并不是康达尔第一次“无视” 京基集

团的表决权。 追溯公告发现，在康达尔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康达尔将各项

议案的表决结果按照京基集团表决票是否

有效分列三种结果，并称在监管部门对京基

集团股份权益作出明确认定后，再行调整表

决结果。 在康达尔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中，康达尔直接进行简化处理，将京基

集团受让的林志等13人增持获得的公司

0.77亿股（占比19.80%）股份暂不计入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康达尔表示，如监管部门

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嫌违法违规

行为的核查结论或法院的司法判决对本次

投票结果产生影响，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将视情况相应调整。

康达尔2017年6月19日晚公告， 公司董

事会收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送达函件， 要求

在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要求罢

免季圣智总裁职务》、《要求公司立即据人

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调整三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要求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三项临时提案。 但公司董事会认为，临时提

案不符合相关规定，决定不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京基集团亦多次投诉和起诉康达尔剥夺

其表决权。深交所则多次发出问询函，要求说

明相关事项。京基集团表示，京基集团是否存

在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只有监管机构才有权

认定；同样，是否限制京基集团行使表决权，

也须由监管机构作出。康达尔及其董事会、监

事会不能越俎代庖， 顶替监管机关行使监管

职责。

从目前情况看，京基集团与康达尔之间

的诉讼主要包括两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受理的康达尔诉京基集团， 请求法院判

令京基集团股权收购违法； 深圳福田区人

民法院受理的京基集团诉康达尔， 请求法

院判令康达尔拒绝承认股票权益的诸多行

为违法。

股权争夺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至2014

年前后。 当时，自然人林志利用多个账户举

牌康达尔， 但因未能依法依规履行披露责

任遭到深圳证监局处罚。 被罚后林志继续

增持康达尔股份至19.8%， 并于2016年初

将所持股份悉数转让给京基集团。 随后京

基集团自行增持康达尔11.85%股份。 其疑

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

有限公司名下持有1.94%股份。

部分城市加快土地供应 溢价率平稳

□本报记者 江钰铃

截至2月8日，2018年以来北京土地市场

成交22宗地块。 其中，涉及住宅类地块18宗，

出让金达522.75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倍。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2018年1月，9

个城市土地出让金超过100亿元，杭州、北京

均突破400亿元。 济南、福州、苏州等1月土地

出让金超过100亿元的城市较上年同期涨幅

均超过10倍，土地供应出现加快态势。 业内

人士表示，土地出让规模扩容，溢价率基本平

稳，大部分城市溢价率保持低位。

结合城市规划供地

从全国土地市场看， 中原地产统计的50

个热点城市1月土地出让总金额高达3773.6

亿元。 其中，济南同比增长49倍，苏州同比增

长21倍，福州为18倍。

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北京全

市城乡建设用地年度计划减量30平方公里

以上。 同时，加大住宅供地，计划完成1200公

顷，保障民生。 广州市住建委日前则表示，今

年在加大产业用地供给的同时， 继续加大住

宅用地供应， 为产业导入和人才引进创造有

利条件。

从各城市的出让区域看，土地出让与城

市规划结合度高。 以北京为例，18宗宅地主

要集中在丰台区、大兴区、门头沟区等地。

相关人士称，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丰

台作为南部地区， 是首都高品质生活服务

供给的重要保障区。 而大兴作为首都面向

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 也是承接

中心城区适宜功能、 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

重点地区。 而福建省福州市则加强在晋安

区、仓山区的土地出让力度，上述二区在相

关规划中主要承担生活居住等功能。

溢价率平稳

土地出让呈现火热态势， 但溢价率整体

平稳。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在1月份出让

的土地中，北京溢价率为12%，苏州溢价率为

12%，武汉为9%。 50个热点城市总体溢价率

基本在10%左右， 明显低于2015年-2017年

平均30%的溢价率。

有些地块以0溢价率成交。 近日拍出

的门头沟区永定镇岢罗坨、秋坡、石佛村

MC00-0500-0004等地块 ，只有“电建+

隆泰” 联合体一家报价，最终由其以出让

起始价46.5亿元竞得。 此外，1月以来北京

有3宗地块流标。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称，地块总体溢价率较低，除了部分

房企资金紧张外，与土地限价和土地宗块

中共有产权房比例升高等因素有关。

2月6日成交的位于北京通州、 门头沟和

平谷的3宗地块住宅部分全部是共有产权，住

宅部分合计规划建筑面积为29.96万平方米，

土地出让金额为41.3亿元。 据中原地产研究

中心数据显示，1月以来， 北京共计供应共有

产权住宅用地61.97万平方米，占已供应土地

总面积的27.4%，同比、环比均有提高。

事实上，多地纷纷加强公租房、共有产权

房建设。 福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

福州市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 新开工及新增供

应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1万套。济南则表

示，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高标准开工建

设省级棚改安置房4.1万套，市级棚改安置房

1.9万套。

放量控价

茅台酒零售价缓降

□本报记者 常佳瑞

临近春节，白酒价格再受市场关注。 中国

证券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销售渠道了解到，

茅台酒零售价从前期高点出现缓降态势，茅

台春节放量控价措施成效显现。

价格有所下降

2月8日起， 北京地区开展茅台酒春节优

惠促销活动， 每位顾客可凭本人身份证以

1399元/瓶的价格购买53度500ml飞天茅台

酒，每人限购两瓶。 广东、湖南等地已按此价

格执行。 茅台此前的官方市场建议零售价为

1499元/瓶。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地区多家烟

酒店、专卖店等渠道。朝阳区某小型烟酒店老

板对记者表示， 目前店内现货茅台售价为

1699元/瓶。对于能否以茅台官方要求的优惠

价1399元/瓶买到茅台酒， 店主称，“1399元

货都进不到。 ” 建议记者前往茅台专卖店“试

试运气” 。

在西城区的一家茅台直营店，店员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今天的货已卖完。 ”

该店员表示，本店早上9点开门，需要提早

来排队。 “具体几点排队能买到说不准，建

议早点来。 ”

记者第二日早晨再次来到该店，8时左右

门前已排起20余人的队伍。 店员表示，当天

仅供应2箱共计12瓶茅台酒。 据了解，当日早

上排队的顾客都以1399元/瓶的价格买到了

茅台酒。

多家烟酒店的报价显示，目前北京市茅

台酒零售报价约在每瓶1600元至1800元，较

前段时间直逼2000元的价格有所下降。 此

外，吉林、湖南、上海等地茅台也进行了春节

促销活动，价格统一为1399元/瓶。 白酒业内

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电商渠道

1499元/瓶的茅台酒相对容易买到。 总体看，

茅台厂家的春节放量控价措施的短期成效

显现。

稳价格保供应

1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白酒行业价格

法规政策提醒告诫会，茅台、五粮液、泸州老

窖、郎酒、洋河、古井贡等白酒企业参会。 有接

近发改委的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临

近春节，此类会议是监管部门常规动作，主要

是价格提醒。

2月2日， 茅台集团举行茅台酒市场工作

会， 要求全力抓好茅台酒的价格稳定和市场

供应， 春节期间经销商须把库存酒全部投放

市场，近期进货的市场投放率不低于90%。 茅

台销售公司在春节前保证7000吨以上茅台酒

供应，对违约经销商和存在哄抬价格、搭售、

转移销售的经销商进行处罚。

广发证券预计，2018年、2019年茅台总

体供给仍相对紧缺。 业内专家指出，在春节前

销售旺季控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价格

疯涨。从长期来看，茅台酒的供需紧张仍然存

在，难以根本上扭转价格上涨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