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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资本增持 私募频频举牌暗流汹涌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期， 各路资本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热度持续。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进入10月以来，已有

康强电子、贵糖股份、长园集团、丹

化科技等多家公司被机构或个人举

牌， 其中私募基金成为市场举牌主

力，相关案例明显增加。

多家私募频频举牌

近日泽熙格外引人注目。 华东

重机11月24日晚发布定增预案，公

司拟向翁耀根、翁霖、泽熙增煦等

四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不超过

78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28亿元。 其中，泽熙增煦拟认购

1000万股， 认购金额为10620万

元。 泽熙增煦成立于2013年，由上

海泽熙资产管理持股1%， 华润深

国投信托持股94%，上海泽熙投资

管理持股5%。

同一日，自然人郑素贞通过协

议转让，取代中国新纪元成为大恒

科技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占公司总股本29.52%。而据媒体报

道显示， 综合一系列信息推断，郑

素贞极有可能是徐翔的母亲。

事实上， 今年以来泽熙已经多

次在二级市场出手， 下半年更是动

作频频。 2月，泽熙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入主工大首创；8月，举牌宁波联

合；9月，举牌美邦服饰；10月，泽熙

增持康强电子股份至5%，达到举牌

标准，成为康强电子第三大股东。

除泽熙外， 越来越多的私募基

金也加入到举牌行列。

开创“上市公司+PE”模式的硅

谷天堂，目前已经持有近20家上市公

司股份。 其中，硅谷天堂先后举牌长

城集团、立思辰、精伦电子、通威股份

和浩物股份等数家公司。 仅今年以

来，硅谷天堂举牌的企业就多达4家。

黄山旅游10月23日发布公告

称，至10月20日，景林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累计

持有公司股份数达23911238股B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为

5.0729%。 此次增持后，景林资产将

成为黄山旅游第二大股东。 由于黄

山旅游A、B股价差较大， 不少市场

人士认为， 景林资产此次举牌主要

是为了套利。景林资产表示，公司看

好黄山旅游未来的增长潜力， 拟通

过购入黄山旅游的股票实现投资资

本的增值。 景林资产将在未来12个

月内视资本市场和股价的具体变动

情况增加或减少黄山旅游的股份。

谋取二级市场价差

上市公司举牌热的首要推手是

政策松绑。 国务院3月印发《进一步

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

见》明确，除借壳上市严格审核外，

上市公司其他重大资产购买、出售、

置换行为均取消行政审批。 在此政

策刺激下， 各路私募机构纷纷希望

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通过举牌

介入上市公司日常管理和资本运作

成为途径之一。

除政策松绑外，市场转暖也是另

一个催化因素。 上海巨潮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公明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大牛市预期引众

多资本大举进入股市，并通过各种结

构化通道放大资金，选择中小市值标

的集中投资甚至举牌，希望通过长期

持有来分享牛市盛宴。

赵公明指出， 举牌主体从资金

属性来划分可以大致分为产业资

本、PE机构、 二级私募和个人投资

者。各类主体举牌动机各不相同，产

业资本举牌主要是谋求实现借壳、

行业整合或战略投资等诉求；PE机

构举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项目退出

渠道； 而二级私募举牌主要是谋求

二级市场差价。

业内人士表示，私募举牌盈利模

式大体可以归结为：前段拿股权，后端

介入上市公司治理和资本运作， 通过

并购等一系列资本运作谋求持股公司

股价上涨，从而获得二级市场价差。

在举牌标的的选择上， 赵公明

认为， 有估值优势或市值偏小以及

公司大股东有相关诉求的公司，易

成为私募举牌的标的公司。

Wind数据显示， 上述被举牌

的上市公司中，除美邦服饰市值在

100亿元以上外， 绝大多数公司市

值在50亿元以下。 而且，部分公司

前三季度业绩欠佳。 如康强电子前

三季度实现营净利润336.4万元，同

比下降78%；美邦服饰前三季度实

现净利润2.26亿元，同比下降41%。

前述业内人士指出，业绩低迷时正

是低位建仓的好时机。

在获得大比例股权方面， 私募

机构主要通过参与定向增发、 大宗

交易平台交易、 协议受让以及二级

市场直接吸筹等手段实现。

在大比例入股后， 私募往往会

力促上市公司推进并购扩张， 并介

入上市公司战略管理与市值管理，

从而实现上市公司价值提升， 同时

也获得价差。

在硅谷天堂模式中， 硅谷天堂

首先通过增持股票成为上市公司股

东，在此基础上，再为上市公司提供

并购和资产整合服务， 包括为上市

公司寻找和注入并购标的， 比较深

度地介入上市公司事务中。

而泽熙的风格则更为激进。今年

4月， 泽熙增持黔源电力和宁波联合

股权至4.98%， 继而对两家上市公司

分别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公司

董事会，提议在年度分红方案中加入

高送转的提案。 两家公司最终均未采

纳泽熙投资的意见，但在高送转提案

消息的刺激下，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二

级市场上均出现了短暂的大幅拉升。

易受“狙击”标的公司

一般来说，二级市场举牌往往在

市场低迷或胶着时最易发生。一位私

募人士指出，那些股权分散、股价低、

小市值且后期业绩有提升可能的上

市公司，最易受到资本“狙击” 。

Wind数据显示，目前两市2570

家上市公司中，若不考虑一致行动人

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10%

的公司有40家，其中不乏长园集团等

曾经被频频举牌的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5%

的公司有9家。其中，梅雁吉祥第一

大股东是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最新交易日，

持股比例仅为2.2%左右，持股市值

约为1.3亿元。 四环生物上市以来

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几度易主，目前

第一大股东为广州盛景投资有限

公司， 持股3.89%。 此外， 金路集

团、 大洲兴业、*ST成城以及大元

股份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4.16%、4.53%、4.69%以及3.95%。

市值方面，这40家公司中大多

数市值在100亿元以下， 其中22家

公司的市值更是低于50亿元。 其

中，大洲兴业、*ST国创和四川圣达

总市值均小于20亿元，分别为18.49

亿元、18.58亿元和19.27亿元。

中航机电拟募资26亿还贷款

企业员工将参与认购

中航机电11月26日公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公司计划向航空产业公司、“机电振兴1号” 、“启航3

号” 、“祥瑞3号” 、“国联安定增贰号” 、“翔龙11号” 、华

菱津杉拟设立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景盛投资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38亿股， 发行价格为18.88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发行预案， 航空产业公司为中航机电关联方；

“机电振兴1号” 委托人为中航机电及其全资、控股子公

司、托管企业的员工（含中航机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构成潜在的关联关系；“祥瑞3号” 委托人为江西

江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中航机电关联方，构成关联交

易。（李香才）

隆平高科

买断袁隆平冠名权和肖像权

11月25日晚，隆平高科公告称，公司与袁隆平院士

重新签署《袁隆平品牌权许可使用协议》，拟斥资5151

万元买断袁隆平冠名权及肖像权无形资产。

今后包括“袁隆平” 、“隆平”及相应的中英文名称，

以及任何关于袁隆平院士肖像的图片、照片，将应用于公

司名称、商号字号、股票简称科技成果代码、商标等经营

行为。 其中，肖像权在商品包装上的使用，须分次获得袁

隆平本人或者家属代表书面同意并另行签署许可协议。

公司本次与袁隆平院士的协议方式为独占许可，这

意味着其他企业将不能在经营活动中使用袁隆平院士姓

名和肖像。（姚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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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陕西金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是陕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主要从事私募证券投资、金融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非标业

务等的专业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现因业务拓展招聘如下岗位：

一、基本招聘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严谨，熟悉基金业务，有良好

的职业素养的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2、具有从事基金行业必需的职业资格和专业资格，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基金行业从业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

3、从事基金及相关金融行业专业 3年以上。

二、招聘职位描述和任职资格

应聘人员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还须符合相应的岗位任

职资格要求。

1、证券投资基金经理 1名

任职要求：5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并取得优秀业绩，熟悉各

类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分析，具有较强的市场分析和判断能

力。 3年以上基金管理经验；有丰富的投资团队管理经验。

2、证券投资行业研究员 1名

任职要求：3 年以上证券、基金公司研究工作经验，具有较

强的行业研究背景和扎实的调研分析与估值功底。

三、以上岗位工作地点为：西安，具体职位和薪资面议。

四、联系方式：

简历可发至邮箱：jkcf_hr@163.com

联系人：苟女士 电话：029-88353401

陕西金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启事

浦发银行宣布收购上海信托

□本报记者 高改芳

浦发银行11月25日晚公告称，

在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信

托)分立完成后,上海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拟向浦发银

行出让存续的上海信托66.332%的

股权。浦发银行将通过向上海国际

集团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

普通股(A股)方式支付标的股权之

对价。

同时，在上海信托分立完成后，

上海久事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分别出让其所

持有的存续的上海信托20.000%、

1.334%和0.667%的股权。浦发银行

届时将通过向其发行境内上市人民

币普通股(A股)方式支付标的股权

之对价。

此举意味着浦发银行将绝对

控股上海信托，也标志着上海国际

集团旗下的金融资产已经全部剥

离，上海金融国资改革取得阶段性

成果。

截至2014年9月30日, 上海国

际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合并持有浦

发银行24.319%股份， 为合并持有

股份第一大股东。

浦发银行表示， 收购整合上海

信托， 将会给公司带来多方面的正

向效应： 能够进一步发挥公司在资

产管理方面的优势， 有利于形成多

元化经营格局， 增强公司与上海信

托的联动协同效应； 能够提高公司

全方面服务客户的能力， 有利于强

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打开发展、盈

利和估值空间；能够实现强强结合，

有利于增强公司和上海信托抵御防

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多家公司拟挂牌新三板

11月25日， 三重股份 （831411）、 天和科技

（831410）、 华 油 科 技 （831409）、 万 泰 中 联

（831407）、森达电气（831406）、庆功林（831403）、

帝联科技（831402）、东联动漫（831398）、康泽药业

（831397）、 许 继 智 能 （831396）、 南 麟 电 子

（831394）、中碧环保（831393）等多家公司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公开转让说明书， 计划在新

三板挂牌。（李香才）

华泰证券拟发行H股

华泰证券11月25日晚公告，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并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公司股

票将于2014年11月26日开市时复牌。

此次发行的H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0%（超额配售权执行前），并授予簿记管理人不超过上

述发行的H股股数15%的超额配售权。

此次发行的对象为境外专业机构、 企业和自然人及

其他符合资格的投资者。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此次发行并

上市时，公司国有股股东应按照H股融资额的10%进行国

有股转（减）持。（张玉洁）

乐视网高管曝贾跃亭回内地

公司公关称还不知情

11月25日，乐视网网站事业群执行总裁高飞向媒体

证实，乐视网董事长兼CEO贾跃亭已经回内地，但目前

在做第二期治疗。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18时电话询问

乐视网公关人员获得的信息显示， 目前乐视网公关团队

对此并不清楚。“这个事我们还没得到消息。现在网上到

处都是这个消息，弄得我们也很被动。 ” 一乐视网公关人

员抱怨道。

25日，乐视网在上海举行其年度营销推介会上，乐视

网高管首次确认了公司创始人贾跃亭的去向。 原定下午

两点开始的发布会，在推迟了45分钟后开始。会议开始的

第一个环节，乐视网网站事业群执行总裁高飞突然曝出：

老贾回来了。 高飞表示，随着很多东西的尘埃落定，很多

事情都会清者自清。

上周末，有香港媒体报道，乐视网CEO贾跃亭因病

正在香港接受治疗。 彼时，乐视网相关负责人证实，贾跃

亭的确因胸腺瘤在接受治疗，至于何时能回内地，目前仍

未确定。

今年初，乐视网宣布启动全球化战略，将独创的乐

视生态复制到全球。 今年6月份开始，乐视网CEO贾跃

亭离境，赴海外进行业务布局。 公开信息显示，其足迹

遍及香港、东南亚、美国、欧洲等地，至今已有5个月滞

留海外。 期间，关于贾跃亭“跑路” 的传言不断发酵，

但贾跃亭未曾公开回应。 （姚轩杰）

中科云网暂停资产重组

中科云网11月26日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资产

出售)事项，公司股票和公司债自10月28日开市起开始停

牌，公司承诺最晚将在11月26日前复牌。 因时间紧迫重

大资产重组暂时停止，但出售资产的工作继续进行。公司

承诺自本次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公司将在不触及重大资产重组的范围内继续

处置资产，筹资转型及还债。 公司股票及债券将于11月

26日开市起复牌。（李香才）

政泉晒邮件 北大医药“代持” 细节曝光

公开征集受让方疑似内定 方正集团称未违反公开征集原则

□本报记者 刘兴龙

借助公告打破沉默的北大医

药依然没能摆脱 “代持事件” 的

纠葛，11月25日， 政泉控股 “晒

出” 了一年多期间的多份往来邮

件，“代持事件” 前后的细节再度

曝光。

邮件内容显示，在2013年6月

3日北大医药大股东公开征集受让

方之前，政泉控股就收到了约定受

让股份数量和价格的协议。在公司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前，北大医药董

秘提出 “需要政泉控股帮忙投

票” ，并请政泉所举报“代持” 事

件当事人之一的田野将委托授权

书等文件转呈政泉控股签章。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证券报记

者向方正集团方面进行了求证。方

正集团方面就股份公开转让疑似

内定的指控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称

没有违反公开征集的原则；而就是

否提前知晓代持协议的问题，北大

医药一高管矢口否认。方正集团人

士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对

于所有相关信息，方正集团和所属

企业，已经通过公开声明、公开信

及上市公司公告等合法合规途径

予以回复，已将所有证据提交监管

部门。欢迎政泉控股主动将自认为

真实合法的证据提交监管部门配

合调查， 如同我们一直以来一样，

然后也如同我们一直以来一样静

候真相的到来。 ”

董秘请“外人”转呈文件

11月25日下午， 政泉控股再

度召开新闻发布会， 抛出了多项

新的证据。 晒出的邮件往来中出

现了一个非常蹊跷的细节———在

“需要政泉控股帮忙投票” 时，北

大医药董秘任秀文发邮件给方正

信托董秘田野称，“烦请您将下属

文件（委托授权书等）转呈政泉

控股签章” 。

内幕交易是否存在，是北大医

药“代持事件” 的核心问题之一。

自2013年政泉控股代持以来，北

大资源通过卖出北大医药股票，累

计获利3.55亿元，在此期间，上市

公司人员知情与否显得十分关键。

在11月21日公告中， 北大医药明

确表示，经核查，上市公司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签

署亦不知晓政泉控股质疑的代持

协议。

2014年7月30日，北大医药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北京

大学医学部、心安医疗等单位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这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周之前，北

大医疗高管、方正集团关联企业负

责人和政泉控股曾经有过密切的

邮件往来。

7月23日11点37分，北大医药

董秘任秀文发邮件给方正信托董

秘田野称：“临时股东大会需要政

泉控股帮忙投票，烦请您将下属文

件（委托授权书等）转呈政泉控股

签章” 。

在近期的举报材料中，政泉控

股曾称，时任北大方正财务有限公

司投资部总经理的田野参与了代

持协议的执行，是卖出北大医药股

票的具体操作者。

为何任秀文会发邮件给田野让

其请政泉控股帮忙投票？ 北大医药

一高管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询问时

称：“我有病啊？如果我知道存在代

持协议，肯定会写‘指令政泉控股

投票’ ，而不会写‘帮忙投票’ 。 ”

股份公开转让疑似内定

政泉控股提供的邮件还显

示，2013年6月1日，北大医药董事

长李国军向政泉控股的工作人员

转发了 “需受让方提供的文件清

单” 。 6月2日，时任北大医药董秘

的杨骁通过邮件向政泉控股提供

了受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

简式股东权益变动书等文件。 股

权转让协议书内容显示：“甲方向

乙方转让上市公司40000000股

股份，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6.71%……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9.20元/股。 ”

公开资料显示，北大国际医院

集团有限公司是于2013年6月3日

正式公开征集转让北大医药股份

的受让方， 期限为6月3日-6月8

日。 如果北大医疗集团、北大医药

在6月3日前就向有关企业提供了

受让材料和清单，并且写明了将要

转让的股份数量和价格，那么不仅

存在信息披露瑕疵，公开征集受让

方也有内定之嫌。

2013年6月4日， 北大医药发

布公告称，公司股东北大医疗集团

为满足自身拓展医疗服务产业、医

院资产战略收购的资金需要，并进

一步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引入战略

投资人、增加股份流动性，征得教

育部主管部门同意，北大医疗集团

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

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和通过全资子

公司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7,0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75%。

北大医药公开征集期开始之

后，6月5日， 政泉控股依据征集要

求，通过特快专递向北大医疗集团

递送了申请材料。 征集期结束，政

泉控股依法取得受让方资格后，北

大医疗集团于6月13日与政泉控股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政泉

控股受让4000万股北大医药股份。

针对大股东公开征集受让方

疑似内定的质疑，中国证券报记者

向方正集团、 北大医药进行了求

证。方正集团在向北大医药核实后

回复称，“2013年4月，北大医药发

布了北大医疗集团有意公开征集

股份受让方的提示性公告，由于当

时估值较高，有意参与股份受让的

机构较少，其中，政泉控股表达了

希望受让的意愿。6月，在政泉控股

的要求下，我们向其提供了相关文

件的模板。 ”

为何在公开征集之前，政泉控

股就收到了明确约定股份转让数

量和价格的协议书？方正集团人士

解释称：“在邮件中， 北大医疗集

团虽然写明了计划转让给政泉控

股的股份数量，不过没有违反公开

征集的原则，我们还是依据价高者

得的原则。 另外，政泉控股也承诺

了不会提前签署相关协议。 ”

收款证明透露签署时间

11月21日，北大医药针对“代

持事件” 发布了多份公告，其中，

北大资源讲述了签署代持协议的

前因后果。 对比北大资源和政泉

控股的说法，“代持事件” 可谓是

迷雾重重， 双方对代持的起因各

执一词。

北大资源称， 政泉控股资金

紧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

行， 为了避免影响市场对北大医

药的信心， 不得已与其达成所谓

代持协议。 而政泉控股则称，方正

集团许诺提供大额融资资金，因

此同意了对方让其代持北大医药

股份的要求。

北大资源签署代持协议，到底

是为了牟求私利还是被迫接盘，签

署日期非常关键。政泉控股举报内

容称， 双方早在2013年6月初，即

政泉控股参与北大医药股份转让

之初就已签署代持协议。而北大资

源则称，是在政泉控股明确无法支

付股份转让款项之后，才签署的代

持协议。

然而，在中国证券报记者拿到

的《股份代持协议书》等文件中，

均没有签署日期，这让北大资源的

代持目的变得扑朔迷离。北大资源

在公告中介绍，由于该协议为被迫

签署，双方正式签署的协议版本都

未记载签署时间。

在11月25日的发布会上，政

泉控股披露了一份由北大资源出

具的收款证明， 落款日期为2013

年8月5日。 内容显示：“根据双方

签署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我公

司于2013年7月26日向贵公司支

付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 。

在11月21日的公告中， 北大

资源没有明确介绍代持协议的签

署时间。 从公告内容来看，北大资

源称，2013年8月下旬， 政泉控股

告知，贷款计划失败，无法支付剩

余款项。 北大资源再三权衡利弊，

协调资金， 支持政泉控股完成了

股份受让。 北大医药9月12日发布

公告，披露股份过户完成。 期间，

北大资源担心约定不明的情形会

导致国有资产面临风险， 经与政

泉控股协商， 不得已与其达成所

谓代持协议。

政泉控股高管表示，北大资源

称是在8月下旬政泉控股无法支付

款项之后， 双方达成了代持协议，

而北大资源的收款证明显示，至少

在7月26日之前，《股份代持协议

书》已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