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汇率

双向波动格局凸显

本报记者 罗晗

在经历了前期的大涨后，上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回7元一线，本周持续下跌，截至21日，在岸人民币已“四连贬” 。 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汇率有起有伏，兼备韧性和弹性，基本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震荡，是双向波动的正常表现。

中间价有所起伏

北京时间21日晚间，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跳涨超90基点。 Wind数据显示，截至18时15分，离岸人民币报7.0320元，最高涨至7.0289元，日内振幅达241基点。 若离岸人民币延续此涨势，21日有望收涨，止步“三连跌”。

截至21日，在岸人民币已连续四日收跌。 18日以来，在岸人民币日盘累计下跌幅度超过250基点，离岸人民币20日收盘价也下行至7.04元附近。 同时，中间价也跟随调贬。 2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99基点，报7.0217元，已连续两日调贬，前一日下调88个基点，调贬幅度较大。

一日之内尚出现升贬逆转，“起起落落”更是汇市常态，近期人民币回调也是源于此前大涨。 10月30日起，在岸人民币一路凯旋高歌，甚至一度单日调升超200基点。 11月5日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中标利率下降5个基点，市场信心得以提升，当日升破7元大关后继续上行，11月8日达到区间高点，盘中最高涨至6.9650元，一度回到8月初水平。 此后人民币震荡回调，13日重新跌破7元大关后继续下行，中间偶有反弹，但并未冲破7元。

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之时，中间价也有所起伏。 10月30日至11月21日，中间价从7.0582元狂升近650基点至11月11日的6.9933元。 此后开启4个交易日的“调贬之旅”，回到7.01元附近，之后调升超50基点，但随着市场汇率走低势头较强，第二次调升幅度迅速缩窄至7个基点，此后转而调贬，调贬首日幅度就达88基点，21日继续下调，幅度扩大至99点，为11月7日以来单日最大调整幅度。

双向波动是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反弹伴随着美元疲软不同，人民币近期走势与美元指数并未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人民币本轮回调中，美元指数并未走强。 11月13日以来，美元指数连续4日下跌，本周内有所反弹，但21日又持续走低。 截至21日19时40分，报97.8176点，仍未升回98点。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人民币回调主要诱因并非美元疲软，而是国内逆周期调节加强以及外部风险上升等因素。 18日央行时隔4年重新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5个基点，实现与MLF的“联动降息” 。

总的来看，近期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依旧在7.0元关口附近波动。 拉长时间窗口来看，人民币一直呈现双向波动。 8月初，人民币一路跌破7元，彼时不乏悲观预期与看空情绪，但事实证明，人民币并非趋势性贬值。 人民币于11月5日重返“6时代” ，凸显韧性。 近期回调也表明人民币短期内无较明显升值趋势，起起伏伏展现了人民币的弹性。

东方金诚认为，上周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在经历了前期较明显的贬值压力释放过程后，中间价调节幅度有所减小，这主要是对前期较明显升值过程的回调，显示人民币汇价逐渐摆脱单边走势特征，市场化特点日益增强，双向浮动日渐成为常态。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无论是“破7” ，还是“返6” ，都是人民币汇率正常双向波动的表现，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均衡合理水平上下波动。

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长期内有支撑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短期内逆周期调节加强促使人民币回调，但中长期内将通过拉动经济增长给予人民币升值支撑，而当阶段性外部风险因素弱化后，人民币更具升值可能。 东北证券沈新凤团队认为，人民币明年大概率升值，但不会是一次性的，将分为几个阶段，逐渐向此前几个稳定的点位靠拢。

东方金诚认为，一系列“稳增长”举措将支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加之人民币资产配置热情和比例持续上升，人民币汇率具有保持稳定的基础，预计人民币汇价大概率将围绕7维持区间双向波动趋势。

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认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汇率本质反映两国经济预期，因此其走势由两国经济基本面决定。 从中美经济关系来看，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阶段性企稳概率上升，美国经济下行幅度或仍较大。 非美经济体中，欧元区收缩幅度或正在放缓，意味着美元指数难以维持强势。

上海证券宏观分析师胡月晓指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上升，发达国家货币重新进入宽松期并普遍滑入负利率状态，人民币具备走强基础，中长期走势将表现为“稳中偏升”态势。 在全球贸易放缓下，国际货币市场竞争加剧会导致汇率波动性上升，但长期趋势不变。

不过，美国基本面拐点亦有顺延可能。 东北固收李勇团队指出，美国三季度强劲的消费支出弥补了企业投资及出口下滑，逆周期操作发挥一定效力，周期拐点或进一步顺延至2020年下半年。

行业

融资净买入额

(万元)

两融余额

(万元)

融资余额

(万元)

融券余额

(万元)

两融交易额

(万元)

医药生物 359,331 .92 6,808,954 .79 6,705,633 .81 103,320 .99 5,064,907 .49

电子 287,374 .50 7,472,095 .85 7,349,456 .94 122,638 .90 9,183,764 .79

家用电器 105,027 .32 1,333,479 .09 1,310,604 .24 22,874 .85 1,195,717 .00

休闲服务 67,021 .20 227,808 .30 224,648 .42 3,159 .88 180,736 .48

房地产 61,453 .14 4,683,776 .76 4,667,856 .93 15,919 .84 1,868,302 .14

食品饮料 39,569 .32 2,964,260 .82 2,879,494 .27 84,766 .55 2,303,114 .50

银行 36,206 .04 5,697,232 .04 5,637,331 .22 59,900 .83 2,164,451 .18

建筑装饰 30,447 .36 2,259,491 .50 2,254,717 .20 4,774 .30 707,106 .63

传媒 25,955 .90 3,419,661 .24 3,395,906 .73 23,754 .51 2,314,672 .68

商业贸易 17,263 .73 1,460,599 .11 1,456,392 .86 4,206 .26 435,909 .45

汽车 13,524 .63 2,246,635 .00 2,230,679 .04 15,955 .97 851,186 .52

采掘 12,624 .27 1,598,207 .26 1,593,250 .64 4,956 .62 513,740 .54

轻工制造 7,892 .47 930,607 .00 928,849 .18 1,757 .82 752,613 .17

建筑材料 5,159 .45 1,118,154 .10 1,111,801 .94 6,352 .16 681,095 .55

化工 3,868 .72 4,437,236 .63 4,400,857 .00 36,379 .63 1,863,339 .86

糖价明年或迎新一轮上涨周期

□南华期货 边舒扬

随着广西、云南、广东地区相继开榨，2019/2020榨季全面拉开帷幕。

以广西地区的新糖报价为例，今年开榨以后新糖的报价为6000元/吨，相

比较去年的5180-5380元/吨要高出620-820元/吨， 这说明今年我国广

西地区的现货销售总体好于去年。 期货上看， 去年1901合约当时处于

5000元/吨附近，而今年报价的当周，盘面价格也比当时要高出600-800

元/吨，整体情况比较吻合。

相对于去年，今年产区去库存速度比较快。 这其实从今年1月开始就

已经有所体现了，随后每个月的库存水平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尤其是进

入三季度以来下降更快， 截至9月底的工业库存水平是近9年来最低值，

这也导致糖价今年这波20%的涨幅。

不过，最近几个月进口量增加较多，今年10月进口量数据还没有出，

但目前来看，整体进口量不会少。 另外，随着广西12.7万吨的地方储备糖

投入市场，近期白糖价格涨势戛然而止。 可以预见，随着南方新糖陆续供

应，近期供应紧张局面将得到大大改观，白糖将重新进入调整阶段。

首先看一下新糖供应。 虽然2019/2020榨季广西政府建议糖厂在11

月20日以后开榨，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小部分糖厂提前开榨，截至上周五

已经有6家糖厂开榨，产能达到42800吨/日。 通过对比发现，广西11月开

榨的糖厂可能会超过50家，这比前三个榨季都要多，前三年都没有超过

20家。 整体开榨如此提前主要还是由于当前销售价格比较好，且今年春

节较往年都要早。 此外，由于今年内蒙古地区又有新增糖厂启动，因此整

体甜菜糖供应量也要比往年更多。

其次看一下储备糖。为了保障食糖供应，广西政府决定抛售12.7万吨

地方储备糖，竞拍底价为5800元/吨。 广西这批糖是2011/2012榨季的陈

糖，是2016/2017年度抛储流拍剩下的。 尽管总量不大，但也缓解了此前

的供应阶段性短缺问题， 这使得郑糖2001合约从5800的价格跌了下来。

随着广西地方储备糖的抛售，市场又有传闻将出库60万吨国储糖，这在

近期对市场的压制也是不小。

最后从进口方面看。最近三个月进口量都较多，主要还是内外价差扩

大导致出现大量的进口利润引起的。今年7-9月我国食糖进口总量为133

万吨，往前要追溯到2014/2015榨季总量才超过当下，而每个月都超过40

万吨的情况则要追溯到2012/2013榨季，这是比较罕见的。 在今年整体进

口量不算太多的情况下，这三个月的进口量如此之多可以说明问题。 10

月的进口量估计有30多万吨，基本上和去年差不多。

尽管今年春节有所提前， 但在春节前整体食糖供应量应该还是足够

的，糖价不存在大幅上涨基础，尽管糖周期的确已经来了，预计白糖价格

下一轮上涨的周期可能要明年才会再来。 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今年国内产量将低于去年。 尽管今年整体压榨有所提前，但根

据中国糖业协会的预估，全年国内产量将为1050万吨，低于去年的1076

万吨，而且糖协的预估要比业内的预估量要偏高。

其二，今年的走私量明显减少。

其三，进口在明年上半年较少。由于进口许可证发放时间以及进口关

税的不确定性导致明年上半年的进口量不会太多，尤其是一季度。

因此，当前的调整是供需错配得到缓解导致的，后期依旧存在新的供

需错配契机，尤其是明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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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水泥股打破沉寂 翘尾行情可期

□本报记者 牛仲逸

11月21日水泥板块龙头股海螺水泥逆势走强， 并创出收盘历史新

高。近期市场将目光转向水泥板块，塔牌集团、上峰水泥、万年青等个股本

周均有异动。 是什么原因促使沉寂许久的水泥股重新回到投资者视野？

价格持续上涨

据数字水泥网数据显示，上周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上涨1.9%。 价

格上涨地区主要是河北、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广东和陕西等地，

幅度20-120元/吨。 其中河南地区上涨频次和幅度最大， 累计涨幅超过

100元/吨，其他地区涨幅较合理。

天风证券行业研究表示，四季度河南水泥价格超预期上涨，供给收缩

以及年底需求释放是主因，接下来进入错峰期，供给预期继续收缩。 中部

地区是高价与低价区域的屏障和缓冲地带， 中部水泥价格上涨有利于提

振全国价格中枢，高价区的盈利稳定性也会直接受益。

业内人士指出，从新开工与施工结合角度看，新开工增速继续维持高

位，施工增速整体延续回暖态势，水泥需求仍然具备可靠支撑。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全国累计水泥产量19.07

亿吨，同比增长5.8%，增速较1-9月下降1.1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提高3.2

个百分点。 10月份全国单月水泥产量2.18亿吨，同比减少2.1%，去年同期

为增长13.1%。

西南证券水泥行业分析师杨业伟表示，水泥行业高景气仍将持续，这

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在基建复苏、地产保持韧性的背景下，需求端

预计将继续保持平稳；二是环保监管常态化，行业集中度上升，落后产能

出清，能够减少有效供给。

存估值修复需求

今年以来市场结构行情突出，科技、消费作为主线品种，不少个股累

计涨幅显著，临近年底，有观点认为滞涨的低估值品种，能够提供一定安

全边际。 在此背景下，该如何看待水泥板块？

华创证券行业研究指出，今年以来水泥行业需求表现较强，逆周期调

控加码，将有利于支撑后期水泥行业需求。 四季度北方地区渐入淡季，南

部地区为旺季，近几周水泥价格连续上涨，主要集中在华东、中南、东南地

区，考虑到阴雨天气减少，春节提前导致年底抢工等因素，四季度水泥价

格及盈利表现仍有望超预期。当前水泥企业估值处于历史低位，良好的盈

利稳定性将有助于行业估值修复。

国盛证券表示，长期来看，水泥需求仍处于高位平台期，供给侧改革

推动水泥行业集中度继续提升，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盈利中枢较过去抬

升而波动性下降，高ROE、高现金流和高分红价值属性凸显，水泥股估值

水平将得到提升。 长期推荐海螺水泥、华新水泥等华东地区水泥龙头。

华西证券表示，历史经验表明需求预期反转，往往是水泥行情的催化

剂，行业高景气叠加降息降准利好往往能够带来板块超额收益，在行业高

景气度可持续性被市场逐渐验证后，板块将迎来纠错和估值修复，目前行

业估值为市盈率5-7倍、股息率4%-7%，估值修复箭在弦上。

融资客逆市加仓 银行股获青睐

□本报记者 吴玉华

在经历了周一、周二的反弹后，A股市场展开调整，

三大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在调整行情中，Wind数

据显示，11月20日当天融资余额增加6.68亿元， 融资客

逆市加仓。分析人士表示，预计指数调整空间有限，市场

仍以结构性机会为主。

融资客连续三日加仓

本周前两个交易日，A股市场三大指数均出现 “两

连阳” ，Wind数据显示， 两市融资余额增加42.91亿元。

“两连阳”之后，市场展开连续调整，11月20日三大指数

悉数下跌，上证指数下跌0.78%，而两市融资继续增加，

融资客逆市加仓6.68亿元，连续三个交易日加仓。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0日， 两融余额报

9720.47亿元，其中融资余额报9584.86亿元，融券余额

报135.60亿元。

从融资客的加仓方向来看，Wind数据显示，11月

20日两市震荡下跌时，融资客对申万一级28个行业中的

13个行业板块进行了加仓， 对15个行业板块进行了减

仓。在加仓板块中，银行、传媒等板块是融资客所偏爱的

方向，融资客对银行、传媒、医药生物行业的加仓金额居

前，分别加仓4.47亿元、2.74亿元、2.34亿元，从加仓金额

可以看到融资客对银行板块的偏爱。从融资客减仓的行

业来看，融资客对食品饮料、通信、房地产行业的减仓金

额居前，分别净卖出2.44亿元、1.30亿元、1.26亿元。

国信证券表示，市场在涨跌之间，分化的特征相对

不变，成长性板块整体上偏强。全球流动性相对宽裕，中

长期资金将逐渐发掘价值低洼的地方。 策略上，需关注

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围绕增长潜力较大的行业或公司进

行配置并耐心持有。

银行股年底上涨概率大

11月20日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下跌1.77%，融资

客选择在11月20日逆市加仓银行板块反映了融资客

的偏好。

从个股上来看，在11月20日，融资客加仓居前的十

只个股分别为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中国软

件、完美世界、中国国旅、新希望、沃森生物、世纪华通、

游族网络，加仓金额均超过了6000万元。 其中融资客对

位列前三位的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加仓金额

分别为1.29亿元、1.20亿元、1.05亿元， 反映了融资客对

银行股的青睐。

对于银行股，天风证券表示，回溯以往十余年，12月

银行股上涨概率大，估值切换行情仍可期待。此外，政策

托底意味明显，经济阶段性企稳预期升温。 2020年银行

股或开启估值提升之旅。

东北证券表示，银行板块估值仍较低，估值继续下

行空间不大，建议增配。

对于当前市场，光大证券表示，短期内要出现大规

模反弹行情， 可能还需要更加重磅的利好政策进行驱

动，投资者仍应耐心等待反弹趋势明朗，短期关注低估

值、流动性佳的个股为宜。

11月以来融资净买入额较高的行业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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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3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829�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经过认真研究和论证分析，完成了对反

馈意见中所列问题的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及时

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以及核准的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25� � � � � � � �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2019-068� �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鉴于公司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

的情况及整改措施说明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最近五年，公司未曾发生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无其他被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

形。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本报记者 罗晗

中间价有所起伏

北京时间21日晚间，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跳涨超

90基点。 Wind数据显示，截至18时15分，离岸人民币报

7.0320元，最高涨至7.0289元，日内振幅达241基点。 若离

岸人民币延续此涨势，21日有望收涨，止步“三连跌” 。

截至21日，在岸人民币已连续四日收跌。18日以来，

在岸人民币日盘累计下跌幅度超过250基点， 离岸人民

币20日收盘价也下行至7.04元附近。 同时，中间价也跟

随调贬。 2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99基点，报

7.0217元，已连续两日调贬，前一日下调88个基点，调贬

幅度较大。

一日之内尚出现升贬逆转，“起起落落” 更是汇市

常态，近期人民币回调也是源于此前大涨。 10月30日起，

在岸人民币一路凯旋高歌， 甚至一度单日调升超200基

点。 11月5日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中标利率下降5

个基点，市场信心得以提升，当日升破7元大关后继续上

行，11月8日达到区间高点， 盘中最高涨至6.9650元，一

度回到8月初水平。 此后人民币震荡回调，13日重新跌破

7元大关后继续下行，中间偶有反弹，但并未冲破7元。

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之时， 中间价也有所起伏。 10月

30日至11月21日， 中间价从7.0582元狂升近650基点至

11月11日的6.9933元。 此后开启4个交易日的“调贬之

旅” ，回到7.01元附近，之后调升超50基点，但随着市场汇

率走低势头较强， 第二次调升幅度迅速缩窄至7个基点，

此后转而调贬， 调贬首日幅度就达88基点，21日继续下

调，幅度扩大至99点，为11月7日以来单日最大调整幅度。

双向波动是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 与此前反弹伴随着美元疲软不同，

人民币近期走势与美元指数并未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人民币本轮回调中，美元指数并未走强。11月13日

以来，美元指数连续4日下跌，本周内有所反弹，但21日

又持续走低。 截至21日19时40分，报97.8176点，仍未升

回98点。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人民币回调主要诱因并非美元

疲软，而是国内逆周期调节加强以及外部风险上升等因

素。 18日央行时隔4年重新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5个基

点，实现与MLF的“联动降息” 。

总的来看，近期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依旧在7.0元

关口附近波动。 拉长时间窗口来看，人民币一直呈现双

向波动。8月初，人民币一路跌破7元，彼时不乏悲观预期

与看空情绪，但事实证明，人民币并非趋势性贬值。人民

币于11月5日重返“6时代” ，凸显韧性。近期回调也表明

人民币短期内无较明显升值趋势，起起伏伏展现了人民

币的弹性。

东方金诚认为，上周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在经历

了前期较明显的贬值压力释放过程后，中间价调节幅度

有所减小， 这主要是对前期较明显升值过程的回调，显

示人民币汇价逐渐摆脱单边走势特征，市场化特点日益

增强，双向浮动日渐成为常态。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无论是 “破

7” ，还是“返6” ，都是人民币汇率正常双向波动的表

现，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均衡合理水平上下波动。

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完善以市场

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自

动稳定器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

本稳定。

中长期内有支撑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短期内逆周期调节加强促使人

民币回调，但中长期内将通过拉动经济增长给予人民币

升值支撑，而当阶段性外部风险因素弱化后，人民币更

具升值可能。 东北证券沈新凤团队认为，人民币明年大

概率升值，但不会是一次性的，将分为几个阶段，逐渐向

此前几个稳定的点位靠拢。

东方金诚认为，一系列“稳增长” 举措将支撑经济

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加之人民币资产配置热情和比例

持续上升，人民币汇率具有保持稳定的基础，预计人民

币汇价大概率将围绕7维持区间双向波动趋势。

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认为，从经济基本

面来看，汇率本质反映两国经济预期，因此其走势由两

国经济基本面决定。 从中美经济关系来看，四季度中国

经济增速阶段性企稳概率上升，美国经济下行幅度或仍

较大。非美经济体中，欧元区收缩幅度或正在放缓，意味

着美元指数难以维持强势。

上海证券宏观分析师胡月晓指出， 中国经济在全球

经济中重要性上升， 发达国家货币重新进入宽松期并普

遍滑入负利率状态，人民币具备走强基础，中长期走势将

表现为“稳中偏升”态势。 在全球贸易放缓下，国际货币

市场竞争加剧会导致汇率波动性上升，但长期趋势不变。

不过，美国基本面拐点亦有顺延可能。 东北固收李

勇团队指出，美国三季度强劲的消费支出弥补了企业投

资及出口下滑，逆周期操作发挥一定效力，周期拐点或

进一步顺延至2020年下半年。

人民币汇率

双向波动格局凸显

� 在经历了前期的大涨后， 上周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回7元一线，本

周持续下跌，截至21日，在岸人民币

已“四连贬” 。 分析人士指出，人民

币汇率有起有伏，兼备韧性和弹性，

基本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震荡，是

双向波动的正常表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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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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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将于近

期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会议具体

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告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停牌。 具体时间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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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票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股东吴涵渠先生函告

，

获悉吴涵渠先生所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吴涵渠 是

7,450,000 2018.11.20 2019.11.20 2020.11.20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4.35%

延期购

回

二

、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吴涵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1,156,66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0%

；

吴涵渠先生

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8,886,000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3%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05%

。

三

、

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吴涵渠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

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

公司股东吴涵渠先生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规定的相关情形

，

将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四

、

备查文件

1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回购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