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视网高管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乐视网12月22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于当日收到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共计12人通知，其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自2014年12月

23日算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

持数量为21万股至51万股。

公告显示，公司董事邓伟，董事会秘书张特，财务总监杨丽杰，副

总经理高飞、梁军、吴亚洲、雷振剑、谭殊、金杰9人均拟增至2至5万

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刘弘，副总经理贾跃民、杨永强均拟增持1至

2万股。

公告称，前述人员此次增持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增持所需资金由其自筹取得， 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参与本次增持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

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姚轩杰）

华策影视参股韩国影业公司上市

华策影视12月22日晚公告，公司全资孙公司华策香港投资的韩

国Next� Entertainment� World� Co.，Ltd(简称“NEW” )正在进行

IPO，将于近日在韩国KOSDAQ挂牌上市。 其中华策香港投资持股

178.6万股，占比将调整为13.03%。

NEW已于12月15日及16日在韩国高斯达克挂牌向公众认购，

最终上市时间确定为12月23日。 华策影视可能在12月23日左右会正

式公布具体信息。

资料显示，NEW创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业的电影、音乐、表演

以及相关附属版权产品的发行公司。 NEW发展迅猛，2013年已崛起

成为韩国主要的内容发行商。 在成立后的第3年即2010年，NEW在

本土电影票房中就获得了8.3%的市场份额，后续3年连续提升，并在

2013年以29.4%的份额力压希杰娱乐成为韩国本土票房份额最大的

公司，也打破了希杰娱乐连续11年的垄断地位。

华策影视表示，NEW的上市有利于其快速稳步发展，对公司的电

影业务和国际化战略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华策香港投资所持

NEW股份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其公

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

有关NEW此次上市的发行价、 估值和财务数据， 公司并未透

露。 （姚轩杰）

广厦网络拟设数据服务子公司

广厦网络（430128）12月22日晚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出资1000万元，在北京昌平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广网互联（北京）

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专业承包数据处理（PUE值在1.5以下）

等业务。

广厦网络成立于2000年7月，2012年7月5日在新三板挂牌

上市。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是专注于通信网络建设与信息服

务的专业性公司。 多年来，公司服务于以广电及通信运营商为主

导的通信行业，提供涵盖通信网络规划、建设、运营维护三大环

节的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称，本次对外投资使公司进入数据中心、数据处理业务

领域，在现有主营业务基础上，拓展公司的经营领域，降低由于

主营业务单一产生的风险，增强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公司业务

收入及利润水平。（汪珺）

公司名称 发行方式 证券简称 发行日期 募资规模(亿元)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 国信证券

2014-12-19 69.9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招商证券

2014-5-27 111.4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东吴证券

2014-8-5 51.3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西南证券

2014-2-24 43.1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太平洋

2014-4-21 37.5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发行

14

申万债

2014-10-13 1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发行

14

中信

D1 2014-12-15 8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发行

14

华泰

D1 2014-12-17 7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发行

14

中信

C2 2014-10-24 70.0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发行

14

光大

01 2014-6-11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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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航购买60家波音飞机

运力将提升8%

中国国航12月22日晚公告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国航进出口有

限公司与波音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签订协议，向波音公司购买60

架波音B737系列飞机。 60架波音B737系列飞机的基本价格合计约

为58.88亿美元。 本次交易的对价将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飞机计划

于2016至2020年分批交付。

公司表示，本次交易将扩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机队的运载能力。

不考虑可能基于市场环境和机龄而对机队做出的飞机退出等调整，

以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可用吨公里计算，本次交易将使集团运力

增长约8%。（姚轩杰）

力帆股份称卢布暴跌影响有限

力帆股份12月22日晚公告，2014年1-9月， 公司在俄罗斯汽车

销售收入为58.47亿卢布（未经审计），在俄罗斯实现利润为1300.21

万元人民币。2014年10月至今，公司在俄罗斯共销售汽车6133台，销

售金额为27.83亿卢布。

针对俄罗斯卢布贬值的风险， 公司已在前期作了充分准备，主

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将卢布在俄罗斯

使用，包括用于俄罗斯利佩茨克经济特区新建厂项目、购入俄罗斯

木材等货品销往国内等，避免形成较大汇兑损失；存放在当地银行，

以获取较高利息（一月存款年化利率约20%）；适当提高汽车产品

销售价格，特别是新产品按新价格销售；在贬值幅度加大时，适当控

制压缩销量。

对于公司2014年9月至今的现金收入， 部分通过购买木材等货

品销往国内，剩余部分用于俄罗斯建厂专款存放。 截至2014年12月

18日，公司在俄罗斯的汽车存货为10531辆，计划将提价销售；货币

资金约32.44亿卢布，其中30.42亿卢布为银行存款，主要用于力帆俄

罗斯新工厂的建设。

公司表示，根据公司目前执行的会计政策，营业收入确认采用交

易发生日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折算， 因此近期卢布对美元大幅贬值

不会对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造成太大影响，对公司2014年业绩的影

响较为有限。（姚轩杰）

大股东免债1.6亿元

*ST昌九保壳在望

12月22日晚，*ST昌九公告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江西昌九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豁免债务的通知。 经12月19日召开的昌九集团股

东会审议，同意豁免*ST昌九所欠昌九集团债务1.6亿元。

为确保*ST昌九2014年净利润为正、净资产为正的保壳目标，昌

九集团在10月底披露了拟定的新保壳方案。 具体措施包括：请示赣

州市政府于2014年12月31日以前给予*ST昌九经营性财政补贴

8000万元。请示赣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昌九集团在2014年

12月31日以前豁免*ST昌九1.60亿元债务。

截至2014年9月30日，*ST昌九所欠昌九集团债务累计为3.90

亿元，昌九集团拟在豁免*ST昌九1.60亿元债务的同时，将*ST昌

九512.2亩工业用地按评估值等额抵偿所欠昌九集团1.31亿元债

务。 （刘兴龙）

A股大涨助推

万科管理层7次增持浮盈15亿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在蓝筹股大涨的背景下， 房地产龙头

公司万科的股价已从年中的7元左右涨到

了如今的12元。 在这半年时间里，万科管

理层设立的盈安合伙先后7次增持公司股

票，粗略计算已浮盈15亿元。 多位业内人

士分析，万科合伙人会继续增加，也必然会

进一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未来继续买入

公司股票的动力依然较强。

万科管理层浮盈15亿

由于股权高度分散，以王石和郁亮

为代表的管理层对万科的控制权比较

弱。 今年以来，为防止恶意收购，增强管

理层对公司的掌控力， 万科宣布启动

“事业合伙人” 制度。 2014年4月23日，

万科召开事业合伙人创始大会， 共有

1320位员工自愿成为公司首批事业合

伙人， 其中包括在公司任职的全部8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合伙人公司

取名叫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业（有限合

伙）。

从2014年5月28日买入约3584万股万

科A股票起，到最近一次9月23日公告买入

约4436万股万科A股票， 盈安合伙合计持

有 3.59亿股万科A股票 ， 占总股本的

3.26%。

这3.59亿股万科A股票的买入成本

是多少？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询公告

发现，7次买入的具体情况如下：5月28

日买入3583.9万股，平均价格为8.38元/

股， 共使用约3亿元资金；6月3日买入

6184.23万股， 平均价格为8.42元/股，共

使用约 5.21亿元资金 ；6月 12日买入

4005.25万股， 平均价格为8.30元/股，共

使用约 3.33亿元资金 ；6月 19日买入

2396.96万股， 平均价格为8.40元/股，共

使用约 2.01亿元资金 ；8月 28日买入

4629.97万股，平均价格为8.83元/股，共使

用约4.09亿元资金；9月15日买入5701.14

万股， 平均价格为9.36元/股， 共使用约

5.33亿元资金；9月23日买入4435.69万

股， 平均价格为9.24元/股， 共使用约

4.10亿元资金。

合计来算，盈安合伙总共耗资27.07

亿元。 不过，这27亿并非都来自自有资

金。 万科表示，盈安合伙买入万科股票

的资金一部分来自1320位事业合伙人

集体委托管理的经济利润奖金集体奖

金账户，剩余为引入融资杠杆而融得的

资金。

12月22日， 万科A的收盘价为11.72

元。 依次推算，盈安合伙3.59亿股的市值

约为42.07亿元。 粗略计算， 相较于其

27.07亿的持有成本， 盈安合伙已浮盈15

亿元。 1320名万科合伙人，人均浮盈达到

113.64万元。 以投资收益率来看，盈安合

伙在半年时间里收益率达到55.4%。 当

然，这得益于近期股市大涨。

“万科搞事业合伙人制，初衷是为了

把管理层捆绑在一起，捍卫万科控制权。

没想到，顺便还大赚一笔。 ” 有业内人士

戏称。

未来或继续增持

据万科内部刊物万科周刊描述， 在今

年3月的万科春季例会上， 万科高管以及

所有一线公司总经理500多人均到会，总

裁郁亮重提20年前的“君万之争” 事件，

警示“门口野蛮人”还在。

郁亮称，“野蛮人来敲门是很正常的。

如果能成为大股东，获得绝对控制权，这是

最简单的，如果不能获得控制权，可以通过

股东大会、董事会来捣乱，比如投反对票，

利益要挟等。 ”

于是，盈安合伙出现了，它的使命就

是对抗“野蛮人” 。 根据万科三季报披露

的股东情况来看，盈安合伙持有3.26%的

股份，加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持有的0.61%的股份，万科管理层的

持股比例达到3.81%，实际已成为公司第

三大股东。

如今，万科已成立30周年。 公司高管

在今年多个公开场合表示， 公司的合伙

人制度还会继续扩大， 不仅会吸纳公司

内部骨干力量， 未来还会延伸至公司的

合作伙伴。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 万科合伙人继续

扩大， 未来继续买入公司股票的动力依然

较强，从而进一步获得更多话语权，加强管

理层对公司的掌控力。

今年部分券商融资情况

两融业务爆发 券商股权融资渐热

全年融资额已达6827亿元

□本报记者 于萍

年底时分，券商板块的强势表现激发

了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也打开了券商融

资的时间窗口。 继华泰证券、广发证券先

后公布拟发行H股募集资金后，海通证券

也在12月22日抛出了H股增发方案。

业内人士认为，多家券商发行H股的

主要目的是融资加大资本金。 随着融资

融券市场快速增长， 资产中介业务迎来

发展机遇期， 券商需要加大资本杠杆支

持业务扩张。 业内预计，未来大中型券商

股权类融资的步伐还将持续加快。

多家券商拟股权融资

在各项新业务的推动下， 券商资

本金消耗速度加快， 使得融资需求格

外高涨。 不少上市券商纷纷加大资本

市场融资。

海通证券在12月22日发布了H股再

融资方案。公司拟发行19.17亿股新H股，

认购价为每股新H股15.62港元。 此次新

发H股相当于公告日已发行H股总数约

128.43%、 公告日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20%。发行新H股的所得款项总额预计为

299.43亿港元， 将用于公司在中国的融

资融券业务、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式回购

业务、 结构化产品销售交易业务以及直

投业务的拓展以及补充现有流动资金，

支持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12月19日，海通证券H股股价为18.6

港元。 就此计算，15.62港元的发行价格

相当于较19日股价折价约16.02%。 截至

12月22日收盘， 海通证券H股股价为

18.24港元，当日下跌1.94%。 尽管同样出

现下跌， 但海通证券A股股价目前为22

元，H股增发价格较之有不小差距。

从增发对象看， 除了传统的资产管

理机构之外， 海通证券此次H股增发还

吸引了部分险资和产业资本， 如与史玉

柱相关的Vogel投资。 中金公司表示，此

次增发将进一步维持海通证券的龙头券

商地位。 按2014年第三季度净资产计

算，囊括此次定增金额后，海通证券的净

资产金额将与中信证券趋同，达到930亿

元人民币。

就在11月底，广发证券、华泰证券已

经相继公告拟发行H股募集资金。两家公

司均表示， 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

上市。

中金公司认为，海通证券的H股增发

将拉开中国券商行业股权类（再）融资

的序幕。 随着近期板块估值持续走高以

及包括资本中介型业务在内的重资本业

务的持续发展，2015年大中型券商股权

类再融资的步伐还将持续加快。

资金需求迫切

随着券商的盈利重心从传统渠道业

务转向资本中介业务， 资本实力成为衡

量券商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这

也激发了券商再融资的需求。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券

商通过发行债券、IPO、增发等方式，实现

募集资金总额已经达到6827亿元。

方正证券表示， 海通证券此次增发

补充约240亿元的净资产，净资产增长约

35%， 从长远角度看有利于公司长期竞

争力的提升；从短期看，所融资金可以满

足不断增长的融资融券及股权质押的资

金需求，有利于短期业绩增长。

分析人士表示， 以融资融券为代表

的资本中介业务成长相当迅速， 致使券

商普遍感觉资金吃紧。 与A股市场相比，

香港证券市场发展较为成熟， 具有渠道

广、发行速度快的优势，因此对券商融资

有较大的吸引力。 通过赴港IPO或再融

资， 香港上市平台为内地券商推进各项

创新业务输送了大量发展资金。 特别是

在外汇管理改革的推动下， 跨境投融资

呈现便利化趋势， 也为赴港融资提供了

方便。

近年来，券商的资本中介型业务规模

及收入持续高增长。 以海通证券为例，公

司三季度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余额达

到了227.78亿元，较年初大幅增长了1.52

倍，其中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规模的高速

增长是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规模大幅增长

的重要原因。

目前，券商参与融资融券的热情格

外高涨。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

89家券商融资融券余额达到8253.4亿

元， 而10月末时这一规模为7023.7亿

元。 短短一个月内，券商两融余额增长

千亿元。 其中，国泰君安证券11月末的

融资融券余额已经达到523.4亿元，广

发证券两融余额也超过500亿元。 华泰

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

中信证券等券商的融资融券余额均在

400亿元以上。

市场人士认为，随着股指反弹，市场

交易情绪高涨， 融资融券规模屡创新高，

券商的融资融券等资本中介业务需求更

为强烈。 这将带动券商通过发债或股权融

资等方式补充资金，以支持资本中介业务

的持续发展。

全年业绩增长无忧

受益于市场火热的行情， 上市券

商11月全部实现高额盈利。 业内人士

预计，2014年上市券商业绩将有望实

现翻倍。

根据首创证券的统计，19家上市券

商11月单月实现营业收入122.8亿元，净

利润 50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171% 、

345%。 1-11月，19家上市券商共实现营

业收入约879.2亿元、 净利润约360.3亿

元，可比券商的整体营业收入、净利润分

别同比上升51%、80%。 首创证券预计，

在12月火热行情推动下， 上市券商全年

度将实现业绩翻番， 迎来近几年业绩增

长最好的一年。

除了业绩支撑外， 各项政策也为券

商发展新业务提供了支持。 此前，沪深交

易所分别发布了 《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

券业务试点办法》。 业内人士认为，短融

券具有市场化定价、发行成本低等优势，

短期债同样具有备案、 分期发行的灵活

性。 同时，短期债优势在于期限更长、资

金用途不作限制， 更有利于支持资本中

介业务。 证券公司短期债试点增加了券

商融资渠道， 有利于补充资金开展创新

业务，对提升业绩有积极效果。

随着市场行情转暖， 不少研究机构

对于券商未来发展均持有较为乐观的预

期。 中航证券认为， 监管层鼓励行业创

新、支持券商发展壮大态度不变，资本市

场改革也将使券商长期受益。 中信证券

则表示， 大券商将凭借现有的机构客户

基础和平台运作能力， 抓住资本中介业

务的发展机遇。 券商作为资本市场组织

者，资产和收入增长、杠杆空间扩大、利

润率提升是必然趋势。

股价波动频频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减持现分歧

□本报记者 汪珺

在股价“二八”分化的市况下，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的增减持行为此起彼伏。 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2月22日晚，

两市共有10家公司公告大股东增减持情

况。 其中，减持7家，增持3家，减持的多在

公司近期股价高点，增持的则颇有些“救

市”意味。

控股股东增持“救市”

在当晚公告增持的几家公司中， 仰帆

股份和中技控股在过去几天中股价有较明

显的下跌。

仰帆控股称，公司于12月22日收到关

于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函，截至2014

年12月22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仰帆控股股份共计39049162股，

占总股本的19.96%。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

规，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对仰帆控股持股比

例变动达到5%时应履行相关披露义务，公

司随后将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4年9月30日，

明显的下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7.50%。 12月4

日，公司曾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

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而自上周三以

来，仰帆控股已连跌4日，12月22日当天更

是跌停，收于6.53元。若以上周三开盘时的

8.02元/股计算，过去四日的连续下跌已让

仰帆控股的市值蒸发了2.92亿元。

中技控股的股价也是自上周二以来震

荡下跌，12月22日下跌5.21%， 收于12元/

股。 当晚，公司公告，控股股东颜静刚基于

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计划在

未来6个月内，视公司股价表现，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

票，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目前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2%,累计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

币1亿元。 颜静刚同时承诺，在本次增持实

施期间以及本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并公告后

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目前，

颜静刚直接持公司股份比例为30.87%。

另一家被增持公司———中国国航的情

况则有所不同。由于油价持续下行，在过去

近两个月时间里， 国航的股价迎来了近年

来罕见的一波上涨行情。 公司公告，2013

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19日期间，中航

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累计增持公司101万股A股股份，约占已发

行总股份的0.01%。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

期间，依据承诺，中航集团未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大股东高位减持

在控股股东出手“救市”的同时，也有

不少控股股东选择在同一时点减持。其中，

方大特钢、 紫金矿业等公司的股价经过一

段时间以来的上涨均处于近期高位， 也有

鼎泰新材等公司则刚经历了股价的连跌。

方大特钢公告，公司12月22日收到第

二大股东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的通知，

后者当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00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02%，减持价格为5.30元/股。

本次减持之前六个月内， 江西汽车板簧有

限公司无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紫金矿业称，控股股东闽西兴杭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12月17日至12月

19日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合计减持公司股票4亿股，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85%，减持后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鼎泰新材的情况则没有那么乐观。 公

司当晚公告，12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刘冀鲁及其女儿刘凌云的通知，

因解决个人资金需要，自2014年12月25日

起未来六个月内， 刘冀鲁预计将减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9.23%， 刘凌云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44%。 截至公

告日， 刘冀鲁和刘凌云两人合计持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5.68%。 值得注意的是，鼎泰

新材自上周三以来连续下跌， 从上周三开

盘时的27.10元/股已经跌至12月22日收盘

时的23.59元/股。 以刘冀鲁和刘凌云的持

股量粗略计算， 两者持股市值已经跌去

1.5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