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钱庄“腾挪有术” 边境百亿资金神秘“进出”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好的翡翠原石，随随便便都要几百万元人民币啦，而且缅甸公盘是欧元结算，不走地下钱庄是没有办法的。 ”老徐是国内一家翡翠企业的负责人，从事了几十年翡翠生意，他对于缅甸翡翠公盘可谓相当熟悉，自然也深谙其中资金运作之道。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涉及的“洗钱”量大约为1.5万亿-2.8万亿美元。 而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分析，中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送出去的资金至少达2000亿元人民币。

专家和银行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着云南、广西等延边地区的跨境资金需求不断增大，资金跨境的渠道亟待多元化、阳光化。

“疯狂”石头背后暗藏资金流动玄机

随着近年来翡翠市场的水涨船高，云南瑞丽也从一个不起眼的边境小城，逐步变为如今国内外翡翠爱好者眼中的翡翠“王国” 。

“国内翡翠市场越来越热，缅甸公盘的翡翠原石价格也越来越‘疯’ ，而我们需要带去缅甸的资金也是越来越多。 ”老徐坦言，想要买到好东西，几千万元人民币都不算什么了。 前几年，缅甸翡翠公盘“时开时停” ，今年6月公盘虽然重启了，但是翡翠原石价格普遍上涨了30%-50%。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前不久落幕的翡翠公盘交易额最终高达230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是由中国的翡翠投资者和企业所“贡献” ，就算只看不买也需要先交纳5万欧元的押金。 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等相关规定，将数百亿元人民币带入缅甸境内的地下钱庄成了背后的“大赢家” 。

老徐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着翡翠市场的兴起，通过地下钱庄汇钱到缅甸已是业内公开的“潜规则” ，即使是当地的商业银行或监管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云南当地一位商业银行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个人或小企业通过地下钱庄汇出资金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方面是因为目前银行在跨境资金方面的业务尚不成熟、且手续繁琐、费用高；另一方面，不少翡翠企业都是小企业，他们担心银行转账会暴露实际经营情况，增加税负。

不仅如此，日益繁荣的边贸生意和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使得当地的个人跨境资金需求悄然增加，由此滋生的特殊资金“跨境”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在云南瑞丽的国门附近，中、缅两国隔街相望，记者时不时就会遇到做小额货币兑换生意的小商贩。 当地人笑称，“在缅甸那边很多‘老缅’也干这个，有机会你可以见识一下，成堆的现金摆在地上的，有缅币、人民币、美元、欧元等。 ”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当地人口中的“水客”运作资金跨境，专门跑腿的“水客”以“蚂蚁搬家” 、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边境口岸来回走私现金，不过这种方式同样也只能运作少量的资金。

神通广大“神秘人”运作巨额资金跨境

不过在老徐眼里，“水客”都是小打小闹，他告诉记者，翡翠原石价格不菲，所需资金必须通过地下钱庄。 “一般来说，我们在境内把资金转入指定账户，地下钱庄再通过香港、澳门等境外渠道将资金汇到缅甸，手续费是随行就市的，目前的价格在1%-5%左右。 ”中国证券报记者询问具体由何人操作，老徐则不愿意进一步透露，只表示“肯定是在中国、缅甸都有生意和威望的人” 。

另一位曾经通过地下钱庄汇出资金到缅甸的翡翠企业主称，“神秘人”有一部分是已经取得缅甸国籍的华侨。 一位曾经参与过此类资金“跨境运作”的知情人士透露，“地下钱庄已经相当发达，只要你想要，几百万上千万都不是问题，欧元、美元等几乎什么币种都有。 ”

知情人士透露，“老徐们”眼中神通广大的“神秘人” ，其实是这几年地下钱庄比较常用的手法：也就是所谓的“账户对敲” ，即地下钱庄在境内收取客户人民币，计算好汇率和佣金后，再通知境外合伙人将相应的外币转至客户指定的境外账户；在境外收取客户外币后的操作手法则相反。 这种方式就要求两地的业务平衡、对冲，有时需要垫付短期差额，对资金调集的要求比较高。

实际上，早在2008年，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编写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中就已经提及了这种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的方式，并指出此类参与转移资金的特定关系人在他国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学，或者是他国居民或公民。 境内的腐败分子一方面可以通过其特定关系人以合法手续携带或汇出资金；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关系人利用其国外身份在当地注册企业后，以投资形式在中国开设机构，然后以关联交易等形式转移资产。

然而，“老徐们”坦言，地下钱庄看似方便快捷实则暗藏风险，他们每次“走”地下钱庄也都是“步步惊心” 。 “地下钱庄毕竟不是正规的公司或机构，他们携款潜逃或者死不认账，这都是有可能的。 即使地下钱庄的人讲信用，缅甸等国家的潜藏风险也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 几百万上千万元资金很可能分分钟化为乌有。 ”

包括老徐在内的当地小企业主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有正规的、合理的渠道，大家也不希望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云南当地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个人和小企业在跨境资金汇兑方面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其实受制于诸多因素：一是按照外管局2007年印发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结汇每年的额度被限定在5万美元，且不允许个人直接境外投资。 二是通过银行渠道汇出或汇入资金，较为快捷的方式是通过银行本身在境内外的分支机构。 而以缅甸为例，仅有少数中资银行开设了分支机构。

边贸资金跨境流动尝试“阳光化”

在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跨境贸易、跨境资金需求相当旺盛，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云南、广西等地区的跨境资金需求也与日俱增。 专家认为，为了稳定金融秩序，资金跨境的渠道亟待多元化、阳光化。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地下钱庄多年来经久不衰，主要是由于我国外汇管制下的市场需求和制度漏洞，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银行正规渠道解决不了，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必然会走偏路。 即使可以直接正常走银行渠道，但由于地下钱庄的效率更高，个人和小企业还是倾向于他们。 ”一位国有大行云南分行的负责人坦言，近年来金融改革信号强烈，大家对于外汇管制、资金跨境方面改革呼声很高，如果渠道“阳光化“了，也就没有“地下”了。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未来资本账户放开是大势所趋，包括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未来5万美元的限制是否有必要存在或放宽也可讨论。

据了解，在广西、云南等西部延边地区，商业银行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 一家股份制银行云南分行人士称，“这是一块很大的市场，未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 、延边贸易等的发展，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多。 前不久，我们总行就已经下来调研了，力求在现有政策条件下探寻新的运作模式。 ”

今年年初，广西政府出台的《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也提出，要扩大人民币与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许兑换业务范围和兑换额度。 扩大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业务范围,将服务对象从个人扩展到边境贸易项下的企业和个人,将业务范围从个人本外币小额兑换扩大到企业和个人在边境贸易、旅游等活动中产生的货币兑换。 探索建立沿边货币兑换平台。 放宽人民币现钞携带限制。 争取将个人携带人民币现钞出入境额度放宽到20万元。 改革现钞出入境携带证制度,简化现钞携带审批和报备手续等。

边贸资金跨境流动尝试“阳光化”

在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跨境贸易、跨境资金需

求相当旺盛，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云南、广

西等地区的跨境资金需求也与日俱增。 专家认为，为了稳

定金融秩序，资金跨境的渠道亟待多元化、阳光化。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地下钱庄多年来经久不衰，主要

是由于我国外汇管制下的市场需求和制度漏洞，其存在也

有一定的合理性，“银行正规渠道解决不了， 市场需求越

来越大，必然会走偏路。即使可以直接正常走银行渠道，但

由于地下钱庄的效率更高， 个人和小企业还是倾向于他

们。 ” 一位国有大行云南分行的负责人坦言，近年来金融

改革信号强烈，大家对于外汇管制、资金跨境方面改革呼

声很高，如果渠道“阳光化”了，也就没有“地下” 了。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

为， 未来资本账户放开是大势所趋， 包括企业账户和个

人账户， 未来5万美元的限制是否有必要存在或放宽也

可讨论。

据了解，在广西、云南等西部沿边地区，商业银行已

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 一家股份制银行云南分行人士称，

“这是一块很大的市场，未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 、沿

边贸易等的发展，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多。 前不久，我们总

行就已经下来调研了， 力求在现有政策条件下探寻新的

运作模式。 ”

今年年初，广西政府出台的《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

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也提出，要扩大人民币与非

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许兑换业务范围和兑换额度。 扩

大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业务范围, 将服务对象从个人扩

展到边境贸易项下的企业和个人, 将业务范围从个人本

外币小额兑换扩大到企业和个人在边境贸易、 旅游等活

动中产生的货币兑换。 探索建立沿边货币兑换平台。 放

宽人民币现钞携带限制。 争取将个人携带人民币现钞出

入境额度放宽到20万元。 改革现钞出入境携带证制度,

简化现钞携带审批和报备手续等。

企业跨境资管需求涌现

跨境人民币业务有望进一步推进

□本报记者 李超

跨境人民币业务正在“三驾马车” 的拉动下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内外资银行都在境内企业投融资需求旺盛的动向下力图抓住机遇，

运用已有资源和资金管理经验， 为参与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企业提供量

身定制的资金管理方案。

在边贸方面，多地有关部门表示支持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未来

将适时扩大区内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覆盖面， 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扩大至资本项下， 探索开展面向其他地区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人

民币支付业务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 推进边境地区投

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

企业跨境资管需求涌现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对外直接投

资、人民币对外贷款“三驾马车”共同作用下，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正在

推进。相比之下，前两项业务目前已初具规模，人民币对外贷款业务则正

在多地探索发展模式，以便为央行制定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政策提供借

鉴。 上海、天津、苏州、前海、广西、云南等地都在借银行之力谋求破局。

仅在上海自贸区，外资银行申请设立自贸区支行，内资银行不甘落

后，围绕跨境人民币使用的各项金融创新，已经成为切分市场蛋糕的刀

柄，各方都在尽力争夺。

央行网站13日公布2014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当月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4984亿元， 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1043亿元，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

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3067亿元、1917亿元、232

亿元、811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与海外投资持续火热，当前境内

企业在跨境资金管理领域正出现新的动向。一方面，包括境内长期形成

的过剩资金在内的跨境资金向海外投资发展， 以及境内企业充分利用

海外市场融资存在需求空间；另一方面，企业正开展资金归集和自动化

跨境贸易结算，对本外币自由汇兑呈现旺盛的需求量。 相应地，境内企

业谋求将资金池进一步扩展为日常跨境现金管理的综合平台， 建立跨

境资金双向流通的投融资机制。

企业需求的涌现在推动人民币在全球结算支付体系中的重要性提

升。 分析人士认为，从银行的角度出发，为了抓住这个机遇，内、外资银

行已开始尝试运用已有资源和资金管理经验， 为参与跨境人民币结算

的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资金管理方案。

“试验区” 边贸受惠跨境业务

与此同时，边贸人民币跨境业务，正在各个“试验区” 内展开。 广

西、黑龙江、浙江、西藏等多个省区边境口岸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量出现

不同程度的增长。

银行业人士认为，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实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

务有不少优势。最直接的优势，就是可以规避汇率风险。另外，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还可以加速企业资金周转，降低经营成本，简化出口手续。

从目前多地实际业务操作情况来看， 试点工作正加快推进边境地区投

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

以广西东兴为例，截至7月10日，东兴试验区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总量达15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2%。试验区正加快推进边境

地区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作为中国唯一沿海又沿边的试验区，东

兴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内有7个乡镇与越南接壤。 在东兴边民互市贸

易区，每天的进出口贸易额即超千万元人民币；与之隔河相望的越南芒

街口岸，其贸易量居越南沿边口岸之首。 当地相关负责人表示，试点业

务将有效化解边贸企业汇率风险，推进边境地区货币市场的规范管理，

引导个人边境贸易的合理货币需求，削弱“地摊银行” 汇率主导地位，

防范热钱非正常渠道流动，规范边境口岸地区外汇市场秩序。

多地有关部门也明确对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表示支持， 相关负

责人士表示，未来将适时扩大区内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覆盖面，推动跨

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扩大至资本项下， 探索开展面向其他地区的第三方

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

推进边境地区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

境外资金流入呈加速态势

□本报记者 赵静扬

数据表明，国际资本正从美国和欧洲等地

“逃离” ， 而企稳反弹的经济和相对宽松的货

币政策，吸引海外资金加速重返包括中国在内

的新兴市场。 此外，7月以来香港金管局承接超

过90亿美元沽盘，其中下旬流入的部分资金流

向股市，专家分析认为或与“沪港通” 即将落

实有关。

跨境资金流入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7月

底，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数量增至

267家，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数量

增至87家，二者在一个月之内同时新增3家。 另

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 今年二季度境外

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总额较第

一季度上升3000亿元。 同时，境外投资者持有

股票、 债券、 贷款以及存款分别比一季度增加

449.11亿元、469.62亿元、1469.8亿元和611.48

亿元。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拉动

跨境资金流入境内的因素客观存在， 国际资本

正在加速流入境内。

鲁政委认为， 除了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以

及各项改革措施出台提振投资者信心之外，市

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加剧， 而对中国降息的

预期增强， 也是造成跨境资金流向境内市场的

重要原因。 资金流向研究和监测机构新兴市场

基金研究公司（EPFR）最新公布的周度报告

显示，截至8月6日当周，该机构监测的全球债

券基金出现21.6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 股票基

金资金净流出额创下22周以来最高水平。 而且

更为明确的信号是， 同期欧美股基遭遇大规模

资金净赎回，其中，美国股基资金净赎回额创下

26周来最高纪录。

尽管热钱涌入可能使人民币承受较大升

值压力，但分析人士认为，跨境资金流入流出

属正常现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只需

要提前预防风险，不必过度担忧。 目前关键要

做的是加快推进改革，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的日间波动率，从而加快汇率市场化形

成机制改革。

香港部分热钱流向股市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日前表示，7月以

来金管局承接超过90亿美元沽盘， 相当于逾

700亿港元。7月中上旬大量资金流入香港与活

跃的实体经济活动有关，其中涉及商业并购以

及上市公司派息。陈德霖认为，目前“市场没有

出现过热的投资气氛。 ” 自2008年以来，有过

千亿美元资金流入香港。 陈德霖表示，这些资

金虽有撤出的可能，但考虑到当前市场气氛及

香港货币基础庞大，资金突然大幅流失的风险

不大。

8月11日，沪港通进入全天测试阶段，测试

结束时间计划延至9月30日，共分“全天候测

试” 、“全网测试” 中的功能测试、“全网测试”

中的性能及切换测试三个阶段进行，分别测试

港股通业务功能，港股通的交易申报、成交返

回、行情、过户等相应的登记结算业务以及港

股通技术系统的压力、容量和稳定性。 分析人

士认为，沪港通开通之后，或将有更多的国际

资本通过资本市场流入内地。

申银万国研究报告认为，过去两周，流入中

国的资金创历史新高至40亿美元。 但是，探究

其流入的动机时却会发现， 此轮外资流入的经

济、政治及海外驱动力均不及2012年底。 沪港

通带来的套利冲动是吸引上述资金“流入” 的

重要原因。 国泰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

裁阎峰日前表示，近月来大量资金流入香港，目

标皆为沪港通开通后进军内地的A股市场，现

在只是暂时将资金囤积在香港。

“好的翡翠原石，随随便便都要几百万元人民币啦，而且缅甸公盘是欧元结算，不走地下钱

庄是没有办法的。” 老徐是国内一家翡翠企业的负责人，从事了几十年翡翠生意，他对于缅甸翡

翠公盘可谓相当熟悉，自然也深谙其中资金运作之道。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涉及的“洗钱”量大约为1.5万亿-2.8万亿美元。而国

内一些专家学者分析，中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送出去的资金至少达2000亿元人民币。

专家和银行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着云南、广西等沿边地区的跨境资金

需求不断增大，资金跨境的渠道亟待多元化、阳光化。

“疯狂” 石头背后暗藏资金流动玄机

随着近年来翡翠市场的水涨船高，云南瑞丽也从一个

不起眼的边境小城，逐步变为如今国内外翡翠爱好者眼中

的翡翠“王国” 。

“国内翡翠市场越来越热，缅甸公盘的翡翠原石价格

也越来越‘疯’ ，而我们需要带去缅甸的资金也是越来越

多。 ”老徐坦言，想要买到好东西，几千万元人民币都不算

什么了。前几年，缅甸翡翠公盘“时开时停” ，今年6月公盘

虽然重启了，但是翡翠原石价格普遍上涨了30%-50%。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前不久落幕的翡翠公盘交易

额最终高达230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是由中国的翡

翠投资者和企业所“贡献” ，就算只看不买也需要先交纳

5万欧元的押金。 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等相关规定，将数

百亿元人民币带入缅甸境内的地下钱庄成了背后的 “大

赢家” 。

老徐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随着翡翠市场的兴起，通

过地下钱庄汇钱到缅甸已是业内公开的“潜规则” ，即使

是当地的商业银行或监管部门也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 云南当地一位商业银行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个人

或小企业通过地下钱庄汇出资金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方

面是因为目前银行在跨境资金方面的业务尚不成熟、且手

续繁琐、费用高；另一方面，不少翡翠企业都是小企业，他

们担心银行转账会暴露实际经营情况，增加税负。

不仅如此， 日益繁荣的边贸生意和越来越多的游客，

也使得当地的个人跨境资金需求悄然增加，由此滋生的特

殊资金“跨境”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在云南瑞丽的国门附近，中、缅两国隔街相望，记者时

不时就会遇到做小额货币兑换生意的小商贩。 当地人笑

称，“在缅甸那边很多‘老缅’ 也干这个，有机会你可以见

识一下，成堆的现金摆在地上的，有缅币、人民币、美元、欧

元等。 ”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当地人口中的“水客” 运作资

金跨境，专门跑腿的“水客” 以“蚂蚁搬家” 、少量多次的

方式肩扛手提地在边境口岸来回走私现金，不过这种方式

同样也只能运作少量的资金。

神通广大“神秘人” 运作巨额资金跨境

不过在老徐眼里，“水客” 都是小打小闹， 他告诉记

者，翡翠原石价格不菲，所需资金必须通过地下钱庄。“一

般来说，我们在境内把资金转入指定账户，地下钱庄再通

过香港、澳门等境外渠道将资金汇到缅甸，手续费是随行

就市的，目前的价格在1%-5%左右。 ” 中国证券报记者询

问具体由何人操作， 老徐则不愿意进一步透露， 只表示

“肯定是在中国、缅甸都有生意和威望的人” 。

另一位曾经通过地下钱庄汇出资金到缅甸的翡翠企

业主称，“神秘人”有一部分是已经取得缅甸国籍的华侨。

一位曾经参与过此类资金“跨境运作” 的知情人士透露，

“地下钱庄已经相当发达，只要你想要，几百万上千万都

不是问题，欧元、美元等几乎什么币种都有。 ”

知情人士透露，“老徐们” 眼中神通广大的 “神秘

人” ，其实是这几年地下钱庄比较常用的手法：也就是所

谓的“账户对敲” ，即地下钱庄在境内收取客户人民币，计

算好汇率和佣金后，再通知境外合伙人将相应的外币转至

客户指定的境外账户；在境外收取客户外币后的操作手法

则相反。这种方式就要求两地的业务平衡、对冲，有时需要

垫付短期差额，对资金调集的要求比较高。

实际上，早在2008年，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

组编写的 《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

方法研究》 中就已经提及了这种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

人转移资金的方式，并指出此类参与转移资金的特定关系

人在他国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学，或者是他国居

民或公民。境内的腐败分子一方面可以通过其特定关系人

以合法手续携带或汇出资金；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关系人

利用其国外身份在当地注册企业后，以投资形式在中国开

设机构，然后以关联交易等形式转移资产。

然而，“老徐们”坦言，地下钱庄看似方便快捷实则暗

藏风险，他们每次“走” 地下钱庄也都是“步步惊心” 。

“地下钱庄毕竟不是正规的公司或机构，他们携款潜逃或

者死不认账，这都是有可能的。即使地下钱庄的人讲信用，

缅甸等国家的潜藏风险也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几百万上

千万元资金很可能分分钟化为乌有。 ”

包括老徐在内的当地小企业主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如果有正规的、合理的渠道，大家也不希望过担惊受怕

的日子。 ” 云南当地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个

人和小企业在跨境资金汇兑方面所面临的“尴尬局面” 其

实受制于诸多因素：一是按照外管局2007年印发的《个人

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结汇每年

的额度被限定在5万美元， 且不允许个人直接境外投资。

二是通过银行渠道汇出或汇入资金，较为快捷的方式是通

过银行本身在境内外的分支机构。 而以缅甸为例，仅有少

数中资银行开设了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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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资金需求不断增大 资金跨境渠道亟待多元化阳光化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4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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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海亮股份；证券代码：002203）自 2014年 8月 15日上午开市起临时停

牌，公司股票至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编号：

2014-04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年7月11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12日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7月18日刊登《重

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7月25日刊登《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2014年7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8月8日刊登《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4-036、2014-037、2014-039、2014-041、2014-043）。

目前，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有关各方正在抓紧时间推动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等各项工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具体方案仍在论证当中。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该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4-063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本公司控股股东汉

桥机器厂有限公司因自身经营需要，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质押式回购业务。 质押标的证券数量

为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0%。 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8月13日，约定回购交

易日为2015年8月12日。

截止目前，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1,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63.75%，其中已质押股份数为32,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75%。 其中19,000,

000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3,700,000股质押给中通国泰（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10,000,000股质押给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53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兑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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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11日使

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 ）发行的“利多多财富班车1号” 保证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7月12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5）。

公司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于2014年8月13日到账，公司已全部收

回本次投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本次理财实际收益为11,095.89元。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