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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交易屡现“误操作”

□本报记者 任明杰

2月4日晚间， 大恒科技公告称，公

司副总裁何建国于2015年1月28日至2

月3日期间发生的股票买卖行为涉嫌

“短线交易” ， 成为最新一家出现短线

交易情形的上市公司。中国证券报记者

经梳理发现，近期，除大恒科技外，长园

集团、 欧浦钢网等多家上市公司纷纷

“躺枪” 短线交易，而“误操作” 则成为

上市公司高管或股东在解释短线交易

时候的原因。

多家上市公司“躺枪”

根据大恒科技的公告，何建国股票

账户于2015年1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4000股，成交金额为67824元；于2015

年2月3日卖出公司股票1000股， 成交

金额为17700元。 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

易。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

的该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

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

回其所得收益。 ”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大恒科技外，

近期有多家上市公司在短线交易上

“中枪” 。 就在2月3日晚间，长园集团

公告称，截至2014年6月23日，复星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43175500股， 持股比

例为5%。 复星集团在2014年10月15日

至16日期间，累计买入公司股份300万

股， 均价12.80元/股；2015年1月5日至

15日期间累计卖出公司股份189.6817

万股，均价12.05元/股。 上述情形构成

短线交易。

欧浦钢网1月30日晚间公告，2015

年1月29日， 公司监事黄锐焯账户卖出

公司股票41000股，成交均价50.442元/

股，成交金额2068139元；同日买入公司

股票2000股，成交均价50.799元/股，成

交金额101597元。

对于上述情形，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

定， 大恒科技收回了此次何建国违规买

卖公司股票的收益744元。 但是，对于复

星集团和欧浦钢网监事黄锐焯而言，由

于短线交易未产生收益， 因此不存在上

市公司收回其所得收益的情形。

当然， 出现短线交易也并不仅仅

是交出所得收益了事。 广东证监局1月

9日披露，2012年11月16日至2014年

11月20日， 周灿鸿任广东明珠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4年8月5日至7

日， 周灿鸿利用其名下证券账户持续

买入广东明珠股票4.85万股，成交金额

56.57万元。 2014年8月8日至15日期

间，周灿鸿先卖出广东明珠股票，后又

多次买入、卖出广东明珠股票，累计分

9笔卖出广东明珠股票11.35万股，成

交金额145.04万元； 分10笔买入广东

明珠股票9.21万股，成交金额117.23万

元，因此对周灿鸿给予警告，并处以5

万元罚款。

“误操作” 频现

对于短线交易，“误操作” 频频成

为理由。

复星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现短线交

易的情形纯属误操作。 ” 根据长园集团

公告，2014年10月16日复星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5.35%后，公司于2014年

12月公告，拟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收购

运泰利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

易完成后， 复星集团持股比例将从

5.35%降至4.33%。 据此，复星集团相关

人员误认为持有长园股份比例已经降

至5%以下。

无独有偶，欧浦钢网表示，黄锐焯

于2015年1月29日股票交易的过程中，

是由于误操作才出现了短线交易情形。

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的海润光伏股

东九润管业的“误操作” 则更蹊跷。 1

月29日晚间，海润光伏公告称，公司二

股东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2015年

1月2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出售公司股票150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95%；2015年1月27日通

过二级市场出售公司股票1260.896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同时当

天因误操作（将“卖出” 操作成“买

入” ）买入海润光伏股票2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1%；2015年1月28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公司股票95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0%；2015年1月28日通过大宗交易

系统出售公司股票4133.9884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62%。

经过上述交易后， 九润管业持有

公司股份2.28%， 比例低于5%。 但值

得注意的是， 在1月28日进行减持之

前， 九润管业所持海润光伏的股权比

例仍在5%以上。

43家公司续亏 36家公司料“戴帽”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随着年报披露的持续推进， 因业

绩连续亏损而“披星戴帽” 的公司逐

渐浮出水面。 Wind数据显示，截至2

月4日， 共有1826家上市公司发布业

绩预告，179家公司发布业绩快报，连

续亏损的企业达到43家。其中，*ST二

重可能退市，*ST国创等3家ST公司

可能暂停上市，考虑到创业板公司不

设ST制度，预计将有36家上市公司或

戴帽。

产能过剩行业成重灾区

从行业分布来看，化工、工程机械、

水泥、钢铁、造纸等行业是续亏企业的

重灾区。这显示出上述行业去产能尚未

完成，尚未具备综合化或者依赖单一市

场的公司业绩受到影响更为严重。从亏

损原因来看，市场低迷、产能不足、财务

费用增加、计提资产减值成为大多数企

业亏损的主要原因。

化工行业中， 续亏企业主要集中

在PVC、化纤和化肥板块，这些企业往

往亏损金额数目较大。 化肥方面，受产

品价格下降和天然气成本上涨的双重

打击， 西南气头化肥生产企业大多难

逃巨亏的命运。华锦股份预计，2014年

亏损125000万元-135000万元， 公司

尿素产量及价格下降较大， 同时天然

气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大幅提高， 从而

造成尿素产品亏损较大。 此外，下半年

原油价格大幅下降， 公司将对原油库

存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进一步加剧公

司本年度的亏损。 同时，主要产品同为

尿素的泸天化和川化股份分别预计亏

损90000万元-120000万元及53000万

元-65000万元。

水泥行业中，受区域产品价格大幅

度下降等因素影响，秦岭水泥预计亏损

24000万元-26000万元左右。狮头股份

预计2014年亏损达到2900万元， 主要

原因是山西市场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低

迷之中。

此外， 高端白酒板块， 皇台酒

业、 酒鬼酒和水井坊均发布了业绩

预亏公告， 三家公司分别预计亏损

400 万 元 、9000 万 -12000 万 元 和

40000万-43000万元。这些公司均表

示， 宏观经济环境对白酒行业的不

利影响仍在持续， 各种限制性政策

对白酒的销售抑制依然明显， 公司

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冲击， 导致全年

继续出现亏损。

多家公司面临暂停上市风险

除了产能过剩行业，部分问题公司

也出现在续亏企业的名单中。

近年来多次谋求转型的中科云网

业绩预告显示 ，2014年净利亏损约

58000万元-53000万元。公司表示，公

司2014年经营亏损约2.5亿元， 公司

2014年各类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

1.5亿元。 此外因为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先后被立案调查，经营环境恶化，部分

子公司业绩亏损，2014年商誉拟减值

1.6亿元。

此次公司发布的亏损金额较此前

预测增加近4亿元，中科云网表示，原

先的业绩预测， 包括了当时正在进行

的资产重组在2014年度预计可以实

现的收益。后因资产重组暂停，资产交

易事项在12月份发生了较大变化，且

至今无法满足收益确认条件。 从目前

的信息来看，中科云网被ST已是大概

率事件。

而*ST国创、*ST成城和*ST霞客

2014年仍预计亏损，这意味着若公司年

报净利润仍为亏损，则将面临暂停上市

的命运。

经大手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已

经暂停上市的*ST二重预计，2014年亏

损金额扩大至78亿元。 *ST二重成为央

企退市第二股几成定局。

各显神通谋保壳

保壳无疑将成为上述续亏公司

2015年的首要大事。

对于主业短期内难有好转的公

司，重组成为首选之策。 根据*ST申科

去年6月推出的资产重组方案，海润影

视将作价25亿实施借壳上市。 该次重

组已于去年12月获证监会有条件审核

通过， 不过目前尚未获得核准批文。

*ST申科表示， 公司将全力推进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落实， 以争取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预计随着影视资产的注入，

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 有望摘星

脱帽。

*ST松辽去年8月拟增发募资近

40亿元收购耀莱影城及都玩网络各

100%股权， 转型文化娱乐产业。 不

过， 此次增发目前还在等待证监会

核准。

上述43家续亏企业中， 有18家企

业均将计提减值损失作为2014年企

业亏损的原因之一， 主要涉及应收账

款、固定资产和相关职工遣散费用。分

析人士指出， 上市公司连续亏损的第

二年通常是其“大手笔” 计提减值损

失的高发期。在第二年把包袱卸掉，在

第三年通过转回、 补贴等方式实现盈

利，是很多被披星戴帽的公司的“自

救” 办法之一。

此外，对于部分深陷巨亏阴影的

地方国企， 结合近期公司股权变动，

或预示着相关企业将迎来国企改革

利好。

2014年以来，泸天化和川化股份控

股股东四川化工对两公司均有不少股

权转让的动作。 四川化工将原持有泸天

化的大部分股权， 转至其持股100%的

泸天化集团，同时将泸天化集团与泸天

化整体移交给泸州市政府。 目前，泸天

化集团持股比例为39.33%，为泸天化第

一大股东。

川化股份方面， 控股股东四川化

工将川化股份14350万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30.53%）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

川化集团。转让计划实施之后，川化集

团将取代四川化工成为公司控股股

东。分析人士指出，四川化工近期对川

化股份和沪天化做出一系列股权转

让，一方面解决同业竞争，也不排除后

续通过卖壳或重组的方式使企业扭亏

为盈。

*ST锐电管理层酝酿“大换血”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昔日风电行业“老大” *ST锐电为

保壳近期动作不断。随着公司新一届董

事会选举临近，管理层“换血” 引发市

场关注。

2月4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ST

锐电相关人士处获悉， 新一届董事会

将由9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3

名。 从公司此前公告的15位候选人名

单来看， 只有尉文渊曾经进入过公司

董事会，其余候选人均是全新人选。值

得注意的是， 新晋大股东萍乡市富海

新能投资中心推荐了4名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投资界“大佬” 入局

业绩每况愈下，*ST锐电董事会

和经营层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ST

锐电1月28日公告，此次大股东富海

新能推举了四位董事候选人，其中三

位来自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这家公司正是富海新能的管

理人。

对于东方富海， 资本市场并不陌

生， 其创始人陈玮曾担任过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总裁，2006年创办东方富

海， 班底成员多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原高管。

目前， 东方富海累计管理11只基

金， 管理资本总规模超过100亿元，并

与深圳国资委旗下深圳市远致投资有

限公司共同成立了深圳市远致富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点关注战略性新

兴产业并购整合。

近年来，东方富海在资本市场活

跃，每年均有多个项目实现 IPO及并

购， 近年来登陆A股的我武生物、艾

比森、昆仑万维等，均活跃着东方富

海的身影。 在并购重组方面，华录百

纳并购蓝色火焰， 福日电子并购中

诺通讯等， 背后均有东方富海的深

度参与。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 除陈玮之外，

富海新能推荐的另一位董事候选人李

明山，也是证券市场的风云人物。 李明

山自2001年加入海通证券后，一直担任

总经理之职位，直至去年因退休卸任总

经理职位。

安信证券分析师对记者表示，目前

风电行业的大环境已经明显改善，*ST

锐电有希望重拾昔日龙头地位，通过引

入投资大佬进入董事会，公司有望顺利

度过新能源行业调整期及自身发展瓶

颈期，持续改善公司业绩。

布局风电运维市场

为改善公司基本面，*ST锐电近期

动作不断。

公司1月31日公告， 经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 预计2014年将实现扭亏

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900万元左右； 预计2014年末

净资产为正值。 对于业绩反转，公司

称主要得益于向富海新能和大连汇

能投资中心以低于账面值的方式向

部分客户回收了应收账款，同时也取

得了部分供应商的质量损失赔偿和

债务豁免。

安信分析师认为， 新晋大股东富

海新能的强势介入，让*ST锐电重燃保

壳希望。 作为昔日的风电龙头，其前景

依然为各路资本所看好。

据*ST锐电负责人介绍， 在力推风

机传统业务订单量“稳增长” 的同时，

公司未来着力进军风电运营维护市场，

培育盈利新的增长点。

据业内专家介绍，经过过去几年

高速发展，国内风电场不少风机均进

入出质保期，风电场运营商若要维护

机组需要向设备制造商支付费用，这

给专业风机运营维护服务商提供了

商机。

据中国风能协会的最新统计，

2014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创纪

录地超过2330万千瓦。 上述专家指

出， 按照以往市场上机组供应合同的

约定， 其中应有74%左右的机组已出

质保期或临近质保期结束。 按目前每

瓦风电运维成本0.5元粗略测算，未来

8年中国风电运维市场将会达到千亿

元以上规模。

川大智胜拟定增募资4.5亿元

加码飞行培训与人脸识别业务

□本报记者 汪珺

川大智胜2月4日晚间披露非公

开发行预案。 公司拟以不低于22.13

元/股的价格、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

资 者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不 超 过

2033.44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4.5亿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投资飞行

模拟机项目、 人脸识别项目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告， 川大智胜此次募投

项目为D级飞行模拟机增购及模拟

训练中心建设项目、 高精度三维全

脸照相机与三维人脸识别系统产业

化项目。

其中，D级飞行模拟机增购及

模拟训练中心建设项目拟投资2.14

亿元。此前，川大智胜已经通过一次

募投项目的实施成功运营了两台全

新D级飞行模拟机， 并实现了稳定

的培训服务收益。公司称，此次增购

2台新的D级飞行模拟机，可以满足

民航运输市场持续发展与低空空域

改革对飞行员培训市场需求的快速

增长。

高精度三维全脸照相机与三

维人脸识别系统产业化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1 .76亿元。 公告显

示 ，项目主要包括 ：开发高精度

三维全脸照相机、面向大规模工

程化应用的三维人脸采集与识

别技术开发、大规模三维人脸库

建设、高精度三维全脸照相机与

三维人脸识别系统规模化生产

与配套体系建设、互联网三维人

脸数据与验证服务中心以及产

业化基地建设。 公司称，此次项

目建设完成后，将实现高精度三

维全脸照相机与三维人脸识别

系统的产业化。

收购银川圣地60%股权

金亚科技涉足电子竞技大赛

□本报记者 于萍

金亚科技2月4日晚间公告，旗

下子公司北京鸣鹤鸣和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过购买银川圣

地国际游戏投资有限公司60%股

权，进一步丰富公司游戏产业链，整

合公司资源。

根据协议， 鸣鹤鸣和全资子公

司鸣鹤鸣和影视和宏讯宏运分别以

自有资金4665万元、3335万元取得

银川圣地共计60%股权。

银川圣地主要经营业务为筹

办WCA赛事， 投资电子游戏及相

关产品。银川圣地拟进行注册资本

及股权调整，调整完成后注册资本

为6000万元，交易方银川文化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银川市政府

出资设立的基金业务管理和运营

平台，实际持有银川圣地6000万元

出资 ， 占银川圣地注册资本的

100%。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银川

产业基金向鸣鹤鸣和影视和宏讯

宏运分别转让35%、25%银川圣地

股权。

据了解，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WCA）创立于2014年，是一项全

球性的电子竞技赛事，该项赛事由银

川市政府、银川圣地国际游戏投资有

限公司运营。银川圣地为世界电子竞

技大赛（WCA）永久举办方。 2015

年，WCA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将有16

款游戏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金亚科技表示， 公司将从游

戏开发、发行、电子竞技等多个角

度实现公司及鸣鹤鸣和向游戏领

域转型， 打造完整的游戏产业生

态链。

去年净利增逾两成

岭南园林拟10转10派0.75元

□本报记者 汪珺

岭南园林2月4日晚间发布业绩

快报及高送转预案。 公司2014年度

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0.26%， 并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及派现

0.75元。

业绩快报显示， 公司2014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0.88亿元，同比增长

3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1.16亿元，同比增长20.26%；基本

每股收益0.73元。 公司表示，2014年

度业务保持持续增长， 业务布局基

本完成。

同时，基于公司当前稳定的经

营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

控股股东尹洪卫提议公司201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0.75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0股。

万科1月销售额同比下滑16%

销售面积增长0.7%

□本报记者 于萍

万科2月4日晚公布1月份销售

情况，1月份实现销售面积196.0万

平方米，销售金额232.1亿元，分别

比 2014年同期增长 0.7%和下降

16.1%。

值得注意的是， 公司自去年

12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共新

增加了7个项目， 新增项目分别

位于上海、南京、杭州、扬州等一

线城市和市场较为活跃的二三

线城市。

其中， 南京金域蓝湾西侧项目

净用地面积约9.5万平方米， 容积率

2.8，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26.5万平

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须支付地价款约27亿元。 杭州未来

城二期项目净用地面积约10万平方

米， 容积率2.5，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权益， 须支付地价款约12.10

亿元。

万科新增在上海的项目则分别

位于松江区及奉贤区， 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分别约8万平方米、13.5万平

方米， 须支付地价款分别为8.86亿

元和6.87亿元。

仅从拿地数量上看， 万科此

次公布的新增 7个项目已经是

2013年 12月以来单月新增项目

最多的一个月。 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折射出当前房企拿地热情格外

高涨。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

显示，1月一线城市合计成交土地58

宗， 成交金额达到了530.9亿元，环

比上涨了40.3%。 1月份房企逐渐开

始对一二线城市增加土地储备，预

计后市一二线城市拿地竞争将更加

激烈。

益民集团4200万元参股产业基金

□本报记者 汪珺

益民集团2月4日晚间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益民商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 “益民商

投” ）与上海夏鼎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简称“夏鼎资本” ）合作，

参投其管理的上海鼎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简称 “鼎东基

金” ），成为鼎东基金的有限合伙

人，专注节能环保和节电项目产业

等领域的投资。

鼎东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8715

万元， 益民商投认缴出资额4200万

元。 其中，200万元作为基金管理费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执行合伙人，其

余由基金执行合伙人向市场募集。

根据公告， 夏鼎资本在节能环

保、医药健康、现代农业等行业具有

丰富的投资经验和项目资源， 目前

旗下共管理5只基金，已投资十余家

国内企业。

此次益民集团参投的鼎东基金

的经营期限为5年， 根据经营需要，

普通合伙人可单方决定延长经营期

限， 每次延长一年， 以延长两次为

限， 将重点投资节能环保及节电项

目等新兴产业。

益民集团主营百货零售，旗下

拥有上海古今内衣有限公司、红星

眼镜有限公司、上海天宝金银首饰

商店、上海龙凤金银珠宝有限公司

等多家沪上知名企业。 此次公司

借助股权投资基金涉足节能环保

领域，有助于公司培育新的盈利增

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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