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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撇清股价暴跌传闻

■“新三板” 动态

比亚迪称经营正常巴菲特未减持
□本报记者 王锦 谢卫国
针对12月18日公司H股及A股股价暴
跌一事， 比亚迪12月18日晚发布澄清公告，
逐一撇清暴跌传闻， 表示公司经营情况正
常，各业务进展顺利，公司基本面及内外部
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比亚迪还称， 根据港交所股权披露显
示，巴菲特旗下子公司仍还持有公司2.25亿
港股股份。 目前，公司没有发现巴菲特未来
将减持公司股票的任何迹象。
比亚迪董秘李黔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我们不清楚股价暴跌和成交量大幅
上升原因。 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司运营一切
正常。 ”

逐一撇清暴跌传闻
12月18日午后， 比亚迪H股股价突然暴
跌，跌幅一度高达43.75%。 受累于H股，比亚

迪A股股价同样出现大跌。 至收盘，比亚迪H
股股价全天下跌28.84%， 报25.05元，A股股
价以跌停板报收，收盘价36.43元。 在澄清公
告中， 比亚迪将此次A、H股股价下跌称为
“
不寻常下跌” 。
根据公告， 有关媒体报道比亚迪股价下
跌原因的传闻有： 比亚迪在俄罗斯遭受数亿
元汇兑损失；电动客车订单大幅萎缩；融资盘
爆仓，重仓基金被触发止损；巴菲特拟大举减
持。 比亚迪表示，公司董事会留意到公司股价
出现不寻常下跌后，及时履行核查程序，并与
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沟通。 公
司经营情况正常，各业务进展顺利，公司基本
面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告称，关于“比亚迪在俄罗斯遭受数
亿元汇兑损失” 传闻，公司出口俄罗斯产品
交易金额较小（低于100万美元）且以美元
结算，不存在汇兑损失的问题。关于“
电动客
车订单大幅萎缩” 传闻，公司电动汽车发展

良好，电动客车订单并没有出现下降，且公
司订单及出货增长保持良好势头。 此外，根
据公司了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新能源
汽车（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支持方
向和力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关于“融资盘爆仓，重仓基金被触发止
损” 传闻，公司认为传闻属于市场行为，公司
对此并不能判断其真实性。
此外，关于“巴菲特拟大举减持” 传闻，
根据港交所股权披露显示，巴菲特旗下子公
司仍还持有公司2.25亿港股股份。 目前，公
司没有发现巴菲特未来将减持公司股票的
任何迹象。 比亚迪三季报显示，截至三季度
末，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比
亚迪H股股票2.25亿股，持股比例为9.09%。

机构观点存在分歧
另有市场人士推测，比亚迪港股暴跌或
与油价下跌、港股做空机制有关。

事实上， 作为中国内地的新能源汽车龙
头，部分外资投行对比亚迪并不看好，其中摩
根士丹利是重要的看空者。 摩根士丹利称，比
亚迪的七成销量来自低端轿车， 该部分业务
竞争激烈，利润率下降；目前主要型号E6及
K9仍很依赖政府采购。 该行最新的观点是：
维持“减持” 评级，2015及2016年纯利预期
分别下调15%，目标价由40元下调至34元。
不过， 中国内地券商仍然看多比亚迪。
中金公司18日下午3点左右发布报告称，建
议“抄底” 比亚迪。 中金表示，任何基本面的
变化都难以造成比亚迪股价如此剧烈的波
动，可能更多还是资金面的问题，特别是大
幅下跌后止损盘带出更多止损盘，“如此大
跌，正是短期抄底时点” 。
看好比亚迪的还有招商证券， 其研究团
队表示，比亚迪是新能源汽车龙头，明年产能
可能提至6万台，销售收入或达200亿元。相较
于公司收入，来自卢布的汇兑损失微忽其微。

安邦保险跃居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
加仓金融街持股比例达20%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傅嘉

民生银行12月18日晚公告， 截至12月
17日，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34.04亿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0%，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公告，截至12月17日，安邦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9.06%。 另外，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于12月17日将其持有的3.19亿股公司股份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4%）的表决权委托
给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委托期
限为一年。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人
寿、安邦财险和和谐健康保险公司的控股股
东，持有安邦人寿99.96%股份，持有安邦财
险 95.26% 股 份 ， 持 有 和 谐 健 康 保 险 公 司
99.70%股份。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方希望实业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12月17日，合
计持有民生银行股份占总股本的6.67%，为
公司第二大股东。
另外，安邦系还继续增持金融街，持股
比例达到20%。 金融街18日晚公告称，公
司收到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截至2014
年12月17日，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产品” 账户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累计
达 到 375,444,386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2.56116395%；截至2014年12月17日，安邦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安邦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型投资组合” 账户在二
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累计达到222,341,6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3883697%。和谐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达到20.0000009%。

股价逆转翻红 散户悲喜交加

成飞集成尚未收到后续重组计划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任明杰
12月18日，中国证券报刊发《重组梦碎
垄断 成飞集成喊冤》一文，报道了上市公司
对重组失败的态度以及中小投资者的众生
相，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当天成飞集成股价出
现大逆转，几近跌停板开盘之后瞬间拉升，收
盘上涨1.77%，全天成交8133万股，换手率达
23.56%。伴随着股价剧烈波动，早盘抛售和坚
守持股的中小投资者经历着悲喜两重天。
成飞集成午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严格遵
守了各项关于内幕交易的规定，后续是否继
续重组、 中航工业集团对公司的定位问题，
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计划。

资金“
伏击” 吹散爆仓阴霾
“我现在脑袋里一片空白。 ” 来自辽宁
鞍山的王洪明静静地坐在酒店房间里，手机
里的交易信息显示，他12月18日早盘以跌停
价卖出的成飞集成股票已经成交，浮动盈亏
定格在了“
-27.67万元” 。
这几天，王洪明一直是成飞集成投资者

维权的代表，曾经几次与上市公司高管面对
面的交流。 而在卖单成交的那一刻，王洪明
顿时有些发懵，短短四个交易日的持股市值
损失达到了33.71%。
诡异的股价走势在开盘前就埋下了伏笔。
交易信息显示，成飞集成上午9点25分集合竞
价成交量高达33.60万手，成交金额为12.09亿
元，几乎吞下了所有的融资盘资金规模。此后，
成飞集成股价迅速上拉， 盘中一度上涨超过
5%，最终收于40.27元，全日涨幅1.77%。
交易所公布的龙虎榜信息显示，中信证券
深圳总部证券营业部成为导演股价逆转大戏
的重要推手， 该席位当日买入金额高达
12071.30万元。此外，光大证券宁波解放南路、
国泰君安证券深圳益阳路、华泰证券北京雍和
宫、 广发证券杭州天目山路等营业部也成为
“多 头 ” ， 买 入 金 额 介 于 6188.76 万 元 至
8669.60万元之间。 而卖出金额较多的席位分
别为海通证券芜湖文化路、招商证券上海世纪
大道、华泰证券成都蜀金路、中信证券北京复
外大街、 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等营业部，卖
出金额介于2831.89万元至11138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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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几近以跌停板卖出的投资者来说，
18日成飞集成股价走势无异于又一次 “灾
难” 。 不过，坚守持股的投资者则迎来了转机，
聚集在成飞集成头上的爆仓阴霾已经消散。
在跟中小股东交流过程中，成飞集成透
露， 自身对重组项目未获批准感到意外，后
续是否继续重组、中航工业集团对公司的定
位问题，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计划。

公司澄清信息泄露传闻
12月18日中午，成飞集成披露的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显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
秘均出面接待了12月15日、16日来访的二十
余位中小股东。 这些股东自称代表500多名
股民、700多万股份，当面向公司高管抛出了
九大质疑， 包括公司是否涉嫌内幕交易、信
披违规等多个方面。
自12月15日复牌后，终止重组的成飞集
成股价连续3个交易日跌停， 不少中小股东
纷纷呼吁公司紧急停牌， 保护投资者利益。
这些上门讨要说法的股东迫切希望公司采
取措施帮自己挽回损失。

成飞集成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中介
绍称，公司用了一年的时间实实在在推进重
组，项目终止也是公司所不希望看到和难以
接受的结局。 此外，公司还强调，在重组期
间，自身严格遵守了证监会及交易所的各项
关于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存在知情不告和信
披不及时的情况。
在成飞集成11月17日停牌前，网上就有
传闻称军方对重组出具了否决意见， 广发证
券甚至就此事短信提醒了客户。 中小股东就
此质疑成飞集成是否涉嫌内幕信息提前泄露
和内幕交易。 不过，成飞集成方面重申，公司
没有渠道且至今也没有获得任何军方就此次
重组的意见的文件和正式信息， 所以无从传
播内幕信息，网传信息难以考证。
不少中小股东迫切希望成飞集成采取
措施维护股价，这其中就包括申请股票临时
停牌、召开专项说明会深入沟通等。 成飞集
成表示，目前申请临时停牌不符合交易所规
定，公司正积极通过电话、现场和交易所的
互动易平台跟投资者进行交流，目前没有召
开说明会的安排。

三益能环拟在连云港设子公司
三益能环（430135）12月18日晚公告，公司拟设立全
资子公司连云港三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0,000,000元。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连云港三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从事生物质燃
气的投资，研发，运行管理及综合利用技术开发等服务。
公司表示， 本次成立新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展新
的业务，以苏州连云港地区为核心，建立一支国内领先的生
物质燃气的研发、运行管理团队，并开拓新市场，以增加营
业收入，增强综合竞争力。本次投资将扩大公司生产经营规
模，增加销售收入和利润。 （张玉洁）

东阳光科拟10送1转15股并派现
东阳光科12月18日晚间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截至12月31日东阳光科总股
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派发
现金股利0.6至0.8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5股。 （欧阳春香）

*ST仪化重组事项获核准
*ST仪化12月18日公告称，2014年12月18日， 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
购股份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睿康投资与两公司签一致行动协议

莲花味精实际控制人将变更
莲花味精12月18日晚公告，12月18日， 接公司股东浙江
睿康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睿康投资分别与上海颢曦投资有限
公司、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于12月18日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 截至公告日， 睿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11.92%股份，将超过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持有的11.90%股份，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公告称，经初步询问农开公司，农开公司无意增持公司
股份维持控制权。 目前公司已向睿康投资和农开公司发出问
询函。经申请，公司股票从12月19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取得
确认函后复牌。 （欧阳春香）

永辉超市再度增持中百集团
持股比例达到20%
永辉超市与中百集团12月18日晚双双发布公告称，永辉
超市再度增持中百集团，截至目前，永辉超市持有中百集团的
股份比例已达到20%。
这是永辉超市对中百集团的第四次增持行动。永辉超市
表示，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增持中百集团股份的可能
性。 根据中百集团三季报，永辉超市及其子公司共持有中百
集团18.18%的股份。
目前， 武商联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中百集团29.99%
的持股比例。 （傅嘉）

江特电机高管拟增持1%-2%股份
江特电机12月18日晚间公告称，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
势的认识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等拟融资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最低比例不低于1%，最高不超过2%。
根据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将
为增持人提供部分融资资金或融资担保并承担追加补足资金
之义务。 公司还称，此次融资增持股份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
受筹资、政策、法规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王锦）

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拟大幅减持

大股东频频逢高减持套现动机各异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期股市稳步上升，不少上市公司股东
却选择抛售套现，以券商股为代表的蓝筹股
更是减持高发地。 分析人士指出，蓝筹股大
股东获利抛售、充实自身利润是减持的主要
动机，这也反映出部分产业资本对股市走向
的不同判断。

券商股成“重灾区”
自11月1日至今， 券商股平均涨幅超过
100%。 火热行情之下，券商股成为大股东减
持的高发地。
太平洋12月18日晚公告， 公司接第一大
股东北京华信六合的通知， 华信六合自2014
年11月11日到12月17日下午收盘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110,941,51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14%。 减持后，华信六合持有
公司股份由14.02%降至10.88%。
更有上市公司大手笔减持所持有的
券商股。 兰生股份近期先后七次减持海通
证券股份，截至2014年12月17日，公司减
持海通证券共计3595万股，七次减持预计
获得利润超过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850%
以上。
数据显示， 从2014年11月20日到12月
17日， 有14只券商股遭到重要股东减持，合
计净减持金额接近90亿元。 其中，国海证券
被重要股东净减持最多， 净减持金额为
25.05亿元；国元证券被净减持18.86亿元；方
正证券，山西证券、东北证券、西南证券被净
减持金额都超过了5亿元。

11月10日-12月18日券商股减持情况
代码
000686.SZ
000728.SZ
000750.SZ
000776.SZ
000783.SZ
002500.SZ
002673.SZ
600030.SH
600369.SH
600837.SH
600999.SH
601377.SH
601688.SH
601901.SH
601099.SH

名称
东北证券
国元证券
国海证券
广发证券
长江证券
山西证券
西部证券
中信证券
西南证券
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
兴业证券
华泰证券
方正证券
太平洋证券

减持数量(万股)
5,964.68
6,737.31
18,378.00
3,683.83
2,760.36
4,085.90
1,269.34
456.36
3,000.00
7,688.10
3,500.01
300.00
443.56
29,859.33
11,094.15

部分蓝筹遭遇减持
房地产、有色、机械行业等行业板块上
市公司也密集遭遇股东减持。
据统计， 从2014年11月20日到12月17
日，17家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遭到公司重
要股东净减持27.46亿元；17家房地产上市
公司被重要股东净减持17.79亿元； 建筑材
料和交通运输上市公司分别被重要股东净
减持15.62亿元、5.95亿元。
盛达矿业12月18日晚公告，接到股东盛
达集团通知，其于12月18日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
华远地产第二大股东浩利公司12月先
后两次通过二级市场分别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1101万股和727.29万股，分别占公司
总股本的0.61%和0.40%。 通过两次减持，浩

占总股本比例(%)
3.19
3.43
7.95
0.62
0.58
1.62
1.06
0.04
1.06
0.80
0.60
0.06
0.08
3.63
3.14

减持参考市值(万元)
87,841.81
188,556.75
277,066.19
57,988.65
24,741.79
65,125.3476
33,165.79
10,777.5534
50,910.0000
147,059.72
5,020.0981
8,233.0270
394,308.85

利公司总计套现7611.8万元。 另外，浩利公
司未来计划至2015年12月1日前减持不超
过3200万股本公司股份， 减持价格不低于4
元/股。 浩利公司今年曾将所持有的公司流
通股1.65亿股质押给中信证券。 当时，浩利
公司持有华远地产1.83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06%。 这意味着，浩利公司已经将大多
数可供交易的股票出售。 资料显示，浩利公
司为华远集团员工持股机构。
中联重科股东佳卓集团近期通过集中交
易出售公司A股共计14728.61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约1.9113%，减持均价为6.16元。 据公
告， 佳卓集团此次减持主要是收回投资获取
投资收益， 同时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
减少其持有的中联重科股份的可能。
一些问题公司也出现了大股东减持现
象。 12月15日，ST霞客公告，其第一大股东江
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500万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08%。由于公司目前已经陷
入银行贷款逾期的不利局面下， 加之主业未
有好转， 此次大股东减持或许意味着债务和
经营危机已经影响到公司基本面。

减持动机各异
分析人士指出，大股东套现获得投资收益
是本轮减持潮的重要原因。部分公司股价今年
以来二级市场的涨幅可观，已经高出了股东对
上市公司本身的估值， 所以套现积极性较高。
同时，临近年底，通过减持获得收益，可以使部
分业绩亏损或下滑企业业绩得以改善。
部分大股东减持也有市值管理方面的考
虑。 在股价高涨时减持获利，待市场调整股价
回落之时可通过参与增发等方式拿回筹码。
还有部分上市公司控制人通过减持股
份获得资金后用于调整公司业务结构。 金科
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未来六个月
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5000万股，即
不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2.95%。 公司表
示，减持是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的战略发展和资金需求，培育和发展其他优
质产业，并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以更
好地支持公司未来发展。
也有部分股东不为行情“
所动” 。 如辽宁
成大和吉林敖东分别为广发证券的第一和第
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1.1%和21%，持有
广发证券的市值均已超过300亿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市场新进的资金
仍然很多，蓝筹股重要股东的减持额相比新
进资金仍较低，暂时对市场走势影响有限。

金科股份12月18日晚公告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重
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红
云、陶虹遐夫妇《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通知》。 自股份解除限
售上市流通日起未来六个月内， 预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5000万 股 ， 即 不 超 过 目 前 公 司 总 股 本 1158540051 股 的
12.95%。
控股股东金科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 陶虹遐夫妇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5593010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27%。 实
施本次减持计划后，控股股东金科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
陶虹遐夫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不低于409301064股， 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35.33%， 仍保持对公司的相对控
股。 （傅嘉）

中国电建前11月新签合同2000亿
中国电建12月18日晚公告，2014年1月至11月，公司新签
合同总额约为1946.9亿元,同比增长7.2%。
公告显示，在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1201.9
亿元，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约745.0亿元。 其中，国内外水
利电力施工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701.4亿元。 （张玉洁）

捷成股份拟收购两影视公司
捷成股份12月18日晚公告称，拟跨界收购两家影视公司
的全部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方案显示， 捷成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熊诚、睿启开元、梅州久丰、中山久丰、东莞久富持有的中
视精彩100%股权，购买滨鸿影视、澜溢影视、和暄影视和广发
信德持有的瑞吉祥100%股权。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的对价为176784.16万元。同时，捷成股份拟向不超过5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
超过58928万元，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补充营运资金及支付相关税费。本次交易完成后，捷成股份将
持有中视精彩100%股权和瑞吉祥100%股权。 （傅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