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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公司拟增加证券投资额度

“抄底”须警惕风险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市场处于低点之时，正是各路资金进场

抄底时机。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拟

增加证券投资额度。 业内人士指出，这显示

出这些公司看好后市。 不过，整体看上市公

司证券投资仍较为谨慎，主要集中在新股申

购等风险较低的投资行为。

拟加码证券投资

洪汇新材近日公告，拟利用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证券投资，在任一时点用于证券投资

的金额合计不超过5000万元。 公司表示，拟

进行证券投资是为了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

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以增加公

司收益。 公司将以价格低估、未来有良好成

长性的公司为主要投资对象。 采取适当的分

散投资决策、控制投资规模等手段来控制投

资风险。 公司制定了风控措施，单只证券投

资品种亏损超过投资金额的30%时， 证券投

资小组要集体讨论是否止损；公司证券投资

亏损总额超过投资额的30%， 且绝对金额超

过1000万元时，证券投资领导小组须提请董

事会审议是否继续进行证券投资。 受此提

振，洪汇新材公告次日股价高开，一度触及

涨停。

今年10月，上峰水泥公告，在不影响正

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公司拟增

加2亿元证券投资额度， 主要用于新股配售

或申购、证券回购、股票投资、债券投资、期

货、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以及深交所认定的其

他投资行为。 此前公司拟设定的证券投资金

额上限为2亿元。 本次增加额度意味着公司

证券投资上限将达到4亿元。

金明精机9月13日公告称， 拟使用不超

过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在该

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投资范围包括

股票及其衍生品投资、基金投资、期货投资、

房地产投资、以上述投资为标的的证券投资

产品以及深交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

控股股东参与“炒股”

整体来看，由于股票投资属于交易性资

产，股价波动直接体现在当期损益。上市公司

整体仍较为谨慎。 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三季度末， 至少超过140家上市公司存在证

券投资的情形（不含保险上市公司），投资金

额合计超过5000亿元。 从投资标的情况看，

上市公司多集中投资于风险可控的国债、金

融债等固定收益产品， 对于股权尤其是上市

公司股权仍较为审慎。

相较而言， 不少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对

后市更为乐观。 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显示，进入11月以来，已有福斯特、协鑫集

成、 横店东磁等公司公告控股股东拟参与证

券投资。其中，福斯特控股股东拟将其持有的

股份公司股票换购杭州湾区ETF指数基金。

福斯特是杭州湾区ETF的成分股之一。 公司

表示，控股股东本次股份换购，是贯彻落实浙

江省大湾区建设战略、 积极支持杭州湾区建

设的重要举措。同时，有利于福斯特集团丰富

投资组合，降低非系统性风险影响，分享杭州

湾区经济发展成果。 协鑫集成的控股东同样

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换购相应份额的杭

州湾区ETF指数基金， 投资理由与福斯特控

股股东类似。

投资风险须警惕

近年来，两面针等公司的利润来源对证

券投资依赖增大，而股市无常胜将军。 今年

以来，市场剧烈调整，多家“炒股高手” 上市

公司难以幸免，证券投资损失均对当期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兰州黄河主业不佳，但多年来一直被认

为是“炒股大师” 。 数据显示，2010年-2017

年，兰州黄河证券投资总收益2.44亿元，为公

司扣非净利润总和7070.54万元的3.5倍。 在

2018年一季报中，公司投资收益（主要为证

券投资） 为-994.48万元， 导致净利润为

-557.83万元。 公司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净

亏损 3390.24万元， 而上年同期为盈利

2140.99万元。 其中，证券投资处置及持有收

益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 成为公司业绩由盈

利转为亏损的主要因素。

三季报显示， 上海莱士前三季度亏损

12.93亿元，同比下滑237.51%。 业绩大幅变

动的原因即是证券投资产生较大损失， 同期

投资收益亏损11.25亿元。 公司预计，2018年

度净利润亏损9.6亿元至12.11亿元。 根据公

告，公司通过结构化产品，加杠杆投资万丰奥

威和兴源环境股票是证券投资巨亏的主要原

因。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共持有万丰奥

威4220万股， 今年1-9月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16亿元，实现投资收益-976.44万元。 公

司终止的一个投资万丰奥威股票的信托计划

清算后，实现投资收益-2.65亿元。此外，公司

投资兴源环境的信托计划清算后造成数亿元

的投资亏损。 公告显示，经过数次调整，公司

证券投资上限已从最初的不超过10亿元上

调至不超过40亿元。

银隆原高管

被指涉嫌侵占逾10亿元

原董事长回应：已交律师处理

□本报记者 杨洁 崔小粟

11月13日，银隆新能源发布声明称，公司原董事长

魏银仓、原总裁孙国华涉嫌侵占公司利益金额超过10亿

元。 不过，魏银仓在独家回应中国证券报记者时称：“如

果告我的内容属实，入股前长达一年的尽调是假的？ ” 并

表示已交律师处理。银隆新能源方面人士则对记者表示，

案件正在诉讼阶段，不方便过多评论。

已提起诉讼并获受理

银隆新能源在此前的致股东函中表示，公司自2018

年7月底开始， 就公司与大股东银隆集团及其实际控制

人魏银仓、孙国华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委

托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和审计， 发现

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 部分

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10月10日，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形成决

议，责令公司追究相关公司、人员法律责任、追回被侵占

款项，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10月18日，公司就三起大股东及关联方侵害公司利

益事项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正式

受理，标的总金额超过7.8亿元。 对于关联交易中涉嫌刑

事犯罪的， 公司已向珠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并获得

正式受理，涉案金额2.7亿元。

魏银仓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格力电器2016年8

月曾意欲发行股份购买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130亿

元。 格力电器曾委托专业机构对银隆新能源展开尽职调

查，对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情况亦有了解。

根据格力电器2016年9月修订的交易报告书 （草

案），报告期内，除经营性资金往来外，标的公司与部分

关联方如银通投资集团（银隆新能源的第一大股东银隆

集团的前身）、 孙国华等存在较大金额的其他资金往来

情况。截至2014年末、2015年末，标的公司对关联方的其

他应收款金额合计分别为6.32亿元、5.12亿元。 其中，对

银通投资集团及孙国华的其他应收款合计分别为5.86亿

元、4.28亿元。

根据交易报告书（草案），银隆成立之前，魏银仓通

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对锂离子动力电池、纯电动客车等

相关技术进行研发， 大部分研发成果由银隆在公司成立

初期集中申报了多项专利，归属于银隆名下。因后续偿还

前期研发投入所筹集资金的需要， 魏银仓暂从标的公司

借支了部分款项。 具体通过银通投资集团或孙国华等账

户支付，形成对该等单位的其他应收款挂账。

截至2016年6月30日，上述款项基本清理完毕，银隆

新能源对银通投资集团和孙国华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

为0、440万元。 其中，对孙国华的剩余其他应收款性质主

要为员工备用金借款。

人事调整频繁

格力电器收购银隆的计划被股东会否决后，2016年

12月，董明珠联合多个投资方以30亿元入股银隆。 其中，

董明珠以个人身份投资10亿元，持股7.46%；随后两次增

持至17.46%股份，目前为银隆新能源第二大股东；魏银

仓100%控股的银隆集团为第一大股东。

据接近银隆的人士透露， 董明珠与魏银仓在公司内

部管理方面分歧很大。

2017年下半年以来，银隆新能源在人事管理方面大

幅调整，多位具有格力背景的员工进入管理层及董事会，

而魏银仓、孙国华先后离任董事长职位。

天眼查显示，2017年11月29日， 公司法人代表由魏

银仓变更为孙国华。 2017年12月，魏银仓辞任董事长一

职。 公开信息显示，孙国华是魏银仓的老搭档，2001年便

追随魏银仓，在其辞职后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魏银仓

仍担任公司董事。

2018年3月，银隆新能源再次出现人事变更。 根据银

隆新能源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孙国华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长和总裁，选举卢春泉担任公司董事长，赖信华担

任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一职由李志接替袁春申担任。孙

国华仍然担任公司董事。

据了解，赖信华和李志均有格力背景。赖信华此前为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此前为格力电器

财务部部长助理。

赖信华此前表示， 银隆内部的混乱超出想象。 在

2018年4月股东大会后， 赖信华加速对银隆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涉及组织架构、管理流程、质量控制、采购、售

后等方面。“今年3月正式接手后，才开始进行全盘调整，

但面临很大阻力。 ”

赖信华表示：“银隆现在确实有很多来源于格力方

面的高管，尤其是分厂都是以前格力的员工负责。 ”

■ 高端访谈

盐湖股份董事长王兴富：

两大主业延续高毛利 债转股积极推进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实习记者 何昱璞

盐湖股份面临关键时刻。 若2018年全年

继续亏损，公司将面临“披星戴帽” 。 这对上

市以来长期绩优的公司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在盐湖股份调研时发

现， 公司当家业务钾肥独有资源禀赋仍不可

撼动，四季度以来继续提价。 盐湖提锂技术

经过10余年的磨合，产销量稳步提升，且成

本较矿石提锂法优势明显，毛利较高。 而金

属镁一体化项目尽管目前不及预期但产能也

在逐步释放之中。

盐湖股份董事长王兴富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司通过积极强化内部管

理等方式， 提质增效解决目前的经营困难。

同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财务成本，计

划引入保险资金补充资金需求。 此外，公司

已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债转股事宜，各项

工作正有序推进。

支持农业发展

中国证券报： 今年恰逢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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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如何评价公司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贡献？

王兴富：盐湖股份的前身是成立于1956

年的青海钾肥厂。 60年来累计贡献钾肥4000

多万吨。其中，1958年至1998年贡献钾肥200

万吨。 这200万吨虽然不多，但奠定了国内钾

肥工业发展的基础。 1997年登陆资本市场

后，公司发展突飞猛进，产能由原先年产20

万-30万吨提升为年产500万吨，使得国内钾

肥在国际贸易价格方面有充分话语权，起到

了农业压舱石的作用。 钾肥主业同时奠定了

上市公司业绩基础。上市以来，公司现金分红

累计超过50亿元。

中国证券报： 目前钾肥价格较去年同期

上涨，作为钾肥龙头企业，公司如何把握钾肥

市场转暖契机？

王兴富：回顾过去20年，公司钾肥业务

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创新， 尤其是冷结晶

技术和永结转化技术， 以及公司自主研制的

水采船等一系列技术创新， 使公司实现了钾

肥产能的快速突破， 同时也为公司其他资源

的开发起到了示范作用。 盐湖股份将继续稳

产、增产，提高产品品质，抓住市场机遇，为农

业发展再做新贡献。

为新能源产业护航

中国证券报： 盐湖提锂技术是公司的

一个看点。 碳酸锂项目为公司带来哪些发

展机遇？

王兴富： 盐湖的锂资源开发进入了高速

发展窗口期。经过十多年发展，公司的盐湖提

锂技术已经取得突破， 吸附法提锂技术是目

前世界上先进的提锂技术， 攻克了高镁锂比

卤水提锂的世界性难题， 且成本较矿石提锂

优势明显， 在调整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背

景下，拥有充分的“护城河” 。 目前子公司蓝

科锂业和盐湖比亚迪分别建设年产2万吨和

年产3万吨的碳酸锂项目， 叠加公司现有的

年产1万吨碳酸锂产能，将形成年产6万吨碳

酸锂产能，将在市场上形成影响力，并为新能

源汽车发展提供一定的护航作用。下一步，除

了做好6万吨碳酸锂项目， 还将沿着锂产业

链向上发展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子公司盐湖

启迪在氢氧化锂电解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后期将在氢

氧化锂、金属锂方向上有所作为。

中国证券报：拓展盐湖综合资源利用方

面，公司有哪些优势，未来规划如何？

王兴富：2005年， 根据企业资源禀赋和

市场需求情况，按照相关要求启动了盐湖资

源综合利用，建成了一大批综合利用项目，实

现了对钾、锂、镁等资源的综合利用。

资源优势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察尔汗

盐湖蕴藏丰富资源。 粗略计算察尔汗盐湖已

经开采了60年，钾的开发利用方面大约是资

源总量的10%；锂产业方面，公司取出资源

大约千分之二，而镁几乎处于0的状态。综合

来看，公司循环经济发展资源优势明显。 我

们做好了相应技术的配套，拥有世界先进的

钾肥生产技术、吸附法提锂技术和电解镁技

术等，能够提供高品质产品。公司将沿着“走

出钾、抓住镁、发展锂、整合碱、优化氯” 的目

标，继续在盐湖生态、镁锂钾园的方向继续

努力。

轻金属排头兵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循环经济产能爬

坡释放阶段带来的“阵痛”问题，后期发展有

何规划？

王兴富：盐湖股份走循环经济发展的路

线没有问题。 公司从1998年单一产品发展到

现在拥有20余种产品，20多年来基本上每年

增加一个品种， 使得盐湖资源得到了高效利

用，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盐湖股份目

前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处于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困难时期。这是发展当

中存在的问题，将通过强管理、强创新、强党

建等方式，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原则，走高质量

发展道路，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中国证券报： 市场认为金属镁一体化项

目进度不及预期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发展，如

何看待金属镁一体化项目面临的挑战？

王兴富：镁项目面临的挑战空前。这个项

目规模大、生产链条长，工程的复杂性和投资

规模均超出了此前的预计。 满产达标没有实

现预期， 由此带来的设备折旧计提和财务成

本，对上市公司的当期业绩造成了一定影响。

镁产业代表着未来行业发展方向。 镁被

认为是“未来金属” ，在汽车工业、航空航天

以及信息产业方面应用前景广阔。 更为重要

的是， 大力发展镁金属行业符合国内的资源

特征，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性资源安全。以铝

金属为例， 目前铝土矿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原

材料进口依赖。 而国内镁矿资源居于世界首

位，察尔汗盐湖中的盐湖镁以储量大、品质好

著称。 盐湖提镁在环境友好性和节约资源方

面较传统矿石提镁优势明显。同时，可以将以

往提钾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水氯镁石变 “镁

害”为宝。 镁的价值潜力巨大。

后期我们一方面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

过债转股等方式， 让上市公司健康持续发

展。 同时，凝聚各方力量，推动镁项目早日达

产达标。

调整资产结构

多家公司披露股权划转事项

□本报记者 吴科任

11月13日晚， 多家A股公司披露了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情况。

驰宏锌锗和云铝股份同时公告称，实际

控制人云南省国资委拟将其直接持有公司

控股股东云冶集团的51%股权无偿划转至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铜

业有限公司，该无偿划转的实施将导致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由云南省国资委变为国务院

国资委。 公司控股股东不发生变更，仍为云

冶集团。

根据公告， 上述划转旨在整合和发挥云

南省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及中铝集团在有色金

属行业的领军优势， 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多

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云南省政府与中铝集

团已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拟以中国铜业为平

台进行合作，合作方式包括增资、划转等。

驰宏锌锗主要从事锌、铅、锗系列产品的

采选、冶炼、深加工与销售。截至今年上半年，

公司具有采选矿石300万吨/年、 铅锌冶炼

62.2万吨/年、银150吨/年、金70千克/年、锗

产品含锗30吨/年，镉、铋、锑等稀贵金属400

余吨/年的综合生产能力。 前三季度，驰宏锌

锗实现营收156.03亿元，同比增长11.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7亿元，

同比下降2.59%。

云铝股份主要业务是铝土矿开采、 氧化

铝生产、铝冶炼、铝加工及铝用炭素生产，主

要产品包括氧化铝、铝用炭素、重熔用铝锭、

铝圆杆、铝合金、铝板带箔等。今年前三季度，

云铝股份实现营收159.04亿元， 同比下降

3.0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亿元，同比下降73.86%。对于利润下降的

主要原因， 公司表示， 大宗原辅料等价格上

涨，导致生产成本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云南铜业公告， 收到控股股东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

国铜业有限公司于11月13日与云南省国资

委签署《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无偿划转协议》， 云南省国资委向中国铜业

无偿划转所持有的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51%股权。

万润股份公告， 控股股东中节能 （山

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向中国节能无偿划

转其所持有的万润股份股票， 划转数量为

1.87亿股。 本次划转完成后， 中国节能直接

持有万润股份数量从5620.23万股上升至

2.43亿股；加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

万润股份1700.42万股， 中国节能合计持有

万润股份2.59亿股， 占万润股份已发行股份

的28.60%，成为控股股东，且仍为万润股份

实际控制人。

万润股份表示， 上述权益变动是中国节

能根据战略发展需要进行的内部资产结构调

整。通过减少管理层级提升效率，推动上市公

司更好地发展。

资料显示，除万润股份外，中国节能是A

股公司节能风电和太阳能的控股股东。

此外，招商蛇口公告，11月13日，公司收

到招商局集团转发的国资委批复， 同意招商

局集团分别将其直接持有的招商蛇口2.36亿

股、3.82亿股A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诚通、

国新投资。

千山药机

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划转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千山药机11月13日晚公告称，公司两名涉及与熊斐

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一致行动人刘祥华、 邓铁山被广

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判决， 司法划转了

两人持有的共计421.27万股公司股票，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16%。

其中，刘祥华被司法划转了179.24万股，邓铁山被司法

划转了242.03万股。上述司法划转后，刘祥华持有千山药机

股份4980.8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78%；邓铁山持有

千山药机股份943.57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1%。

上述司法划转前， 千山药机实控人刘祥华等8名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7亿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9.45%。 司法划转后，实际控制人刘祥华等8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1.02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29%。

公告显示，此次刘祥华、邓铁山被司法划转股票未导

致千山药机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据千山药机10月30日公告，公司一致行动人之一彭

勋德因与孙仁林借贷纠纷一案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司法划转了其持有的股票。 其中，司法转出千

山药机股票220.96万股。《执行裁定书》显示，冻结、划拨

被执行人彭勋德、郑炜、千山药机的银行存款2641.40万

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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