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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资本9日增持10万股

朗科科技再遭举牌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继中科招商举牌后，“成功系”掌门人

刘虹通过湖南潇湘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再度举牌朗科科技。 朗科科技7月9日晚间

公告，潇湘资本原持有朗科科技股票660万

股，7月9日，潇湘资本通过竞价交易买入朗

科科技股份10万股，持股比例升至5.015%。

潇湘资本逐步加仓

根据朗科科技7月9日晚间公布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5年4月2日至4月

17日期间， 潇湘资本累计卖出朗科科技

156.2万股， 价格区间为每股22.72元至

23.8元；7月3日至8日，潇湘资本多次买入

朗科科技， 累计买入股份数合计为660万

股。 朗科科技6月3日股价最高达到46.2元

/股，7月2日收于跌停价21.34元/股，较最

高价已经“腰斩” 。随后，7月3日潇湘资本

开始建仓，并逐步加仓。7月9日，潇湘资本

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再次买入朗科科技10

万股，买入价为20元/股。 至此，潇湘资本

持有朗科科技股份比例达到5.015%。

对于此次增持，潇湘资本表示，其在资

本市场、 产业整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

人才项目储备，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

展，秉承价值投资理念，认可并看好朗科科

技未来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此次股份增持，

促进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 协助

公司做大做强，并长期持有公司股份，获取

上市公司股权增值带来的收益。 潇湘资本

除本次股份增持外， 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朗科科技股份的可能。

潇湘资本称，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潇湘资本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近日两遭举牌

实际上，在潇湘资本举牌之前，朗科

科技刚刚遭到中科招商举牌。 朗科科技7

月8日午间公告，中科招商下属中科汇通

（深圳）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7月6

日、7月7日在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朗科科技246.87万股，持股比例升至

10.0661%。此外，中科招商近日还举牌三

变科技、天晟新材、鼎泰新材和大连圣亚。

朗科科技缘何在短短几日之内两度

遭到举牌？ 公开资料显示， 朗科科技于

2010年登陆创业板，主要从事闪存应用及

移动存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

技术的专利运营业务。公司闪存应用及移

动存储产品在行业的市场优势地位明显，

处于行业中领先地位。

根据公开资料， 潇湘资本成立于

2013年6月，第一大股东为成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虹。 刘虹2009

年因虚假陈述而受到证监会处罚，5年内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业务机构高管。

随着刘虹的复出，2014年9月至10月期

间，潇湘资本参与了富春环保、宝胜股份、

新华锦和易华录4家上市公司的定向增

发。此外，潇湘资本对汇源通信、大洲兴业

和多伦股份等重组概念股也有过投资。

新大洲首款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完工

□本报记者 蒋文革

7月9日，记者从新大洲了解到，公司参

股45%的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首

款零部件Bearing� 5(1A1C)正式完工。

中航新大洲由新大洲全资子公司上

海新大洲有限公司、中航国家航空发展有

限公司和上海荣淳投资合伙企业共同出

资成立，股权分别为45%、45%和10%，主

营业务为制造和销售航空零部件。中航新

大洲生产车间位于北京顺义航空产业园

区内，于2014年6月开始建设运营。

新大洲董事长赵序宏介绍， 中航新大

洲具备较为完善的加工制造和品质管理能

力，将积极推进Leap发动机零部件项目，不

断增加产品，早日实现规模销售。

据了解，中航新大洲已与法国Snecma

公司签订了25个零部件的加工合同， 并进

行了13个零部件的试生产。 Bearing� 5

(1A1C)是中航新大洲首批生产的25种用于

Leap发动机上的一种零件。Leap发动机的

用户机型主要为下一代单通道客机， 包括

中 国 C919、 波 音 737MAX 和 空 客

A320neo等， 是今后二十年世界民用飞机

市场三大主力发动机之一。 中航新大洲试

制的部分零件已进入特种工艺阶段， 下半

年会取得全部特种工艺的授权， 并争取在

2015年内正式交付10-12个零件。

山水水泥控制权争夺持续发酵

港交所上市公司山水水泥股

东特别大会将于7月29日在香港

举行，本次股东大会将要求罢免除

一名现任非执行董事以外的全体

董事，同时委任七名新董事加入董

事会。 倘若相关议案被通过，山水

水泥管理层将迎来大换血，天瑞集

团将全面接管山水水泥。

本次股东大会是天瑞集团晋升

为山水水泥第一大股东后的首次实

质性动作。 天瑞集团是目前河南省

最大的水泥企业， 公司曾三度举牌

河南同力水泥并以15.03%的持股

跻身第二大股东。 天瑞集团2015年

4月新晋成为山水水泥第一大股东。

随着天瑞集团的连续增持， 导致山

水水泥公众持股数量少于联交所规

定的25%底线并触发停牌。

目前山水水泥高管团队控制

的山水投资持有公司25.09%股

权，位居公司第二大股东；亚洲水

泥持有20.90%股权， 位居第三大

股东； 第四大股东为中国建材，持

股比例为16.67%； 公众持股比例

仅为9.18%。 山水水泥管理层对天

瑞集团非常抗拒。在天瑞成为山水

第一大股东后，4月16日，山水水泥

宣布停牌，导致山水水泥正准备发

行的14亿中期票据停止发行。 6月

24日，惠誉评级机构已经将山水水

泥评级列入“负面观察” 。

对于此次股东大会，山水水泥

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支持天瑞的这

种做法。 （王小伟）

农业产业化发展受政策扶持

7月9日，财政部网站消息，有

条件的省份，可积极探索采取财政

股权投资基金等投入方式，扶持农

业产业化发展。 拟实行财政股权

投资基金扶持方式的省份，须报经

国家农发办批准后实施。 分析人

士指出，相关政策将利好参与农业

产业化项目的相关上市公司。

根据《关于调整和完善农业综

合开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关政

策的通知》， 将为进一步完善现行

农业综合开发政策， 围绕打造区域

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促进农业

产业化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通知》鼓励各省实行财政补

助项目资金“先建后补” 的管理方

式。 拟实行财政资金“先建后补”

管理方式的省份，须报国家农发办

备案，并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具体操

作办法。

分析人士指出，《通知》鼓励财

政股权投资基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

展。 该项政策的出台将利好农业产

业化相关的上市公司，如顺鑫农业、

辉隆股份、大湖股份、国投中鲁、华

资实业、荃银高科、新农开发、亚盛

集团等。其中，辉隆股份计划引进全

椒县新型农业项目对八波村流转的

土地进行治理，改善种植环境，规划

将该块土地打造成集农业种植与园

林经济苗木种植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产业化项目。 亚盛集团土地储备丰

富，有权属的土地面积3420000亩，

农业产业化前景较广。（张玉洁）

东煤城市指数月底发布

7月8日， 记者从煤炭工业协

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由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办， 中国煤炭

运销协会、 全国煤炭市场合作组

织和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承办的

“2015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暨东

北亚煤炭交易会” 将于7月23至

24日在大连举行。 会议将会发布

中国煤炭价格指数———东煤城市

指数。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

会长李洪国介绍，东煤城市指数将

主要城市煤炭采购价格纳入中国

煤炭价格指数体系，未来对煤炭价

值链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由于煤炭价格低位徘徊，并持

续在行业盈亏平衡点以下运行，煤

炭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 据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调研情况，除个别优势

企业和部分上市公司账面有盈利

外，其他大部分企业亏损。

煤炭运销协会的理事长董跃

鹰表示，煤炭行业正处于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 国家逐步压缩煤炭消

费比例， 煤炭需求增速明显放缓，

但从我国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我国以煤为主的格局不会

改变。（刘杨）

多家公司上调上半年业绩预期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随着A股市场的大幅调整， 一些绩优

股遭到“错杀” 。 7月9日晚间，多家上市公

司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或是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根据西部证券业绩快报，

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幅近9倍。随着市场回

升，业绩优良的公司值得关注。 不过，部分

公司业绩增长是依靠上半年大牛市中取得

的投资收益。

上调业绩预期

深深房7月9日晚间公布上半年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预计上半年累计实现净利

润 1.75亿元至 1.88亿元 ， 同 比增长

403.85%至441.28%。 此前，深深房在一

季报中预计，2015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4300万元至52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幅度在23.80%至49.72%之间。 对于

业绩大幅提升，深深房称，报告期内公司

深房传麒山项目、尚林花园项目销售超过

预期及公开出售了文锦仓库1-5层。

成飞集成在一季报中预计， 上半年净

利润约为560万元至1560万元。 公司7月9

日晚间公布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

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000万元至3000万

元。 2014年同期成飞集成净利润亏损242.5

万元， 今年上半年实现扭亏。 成飞集成表

示，锂电产品市场需求增加，公司订单呈爆

发式增长，销售收入大幅度提升，同时产品

毛利率提升。

正邦科技在一季报中预计上半年亏损

3000万元至5000万元。 7月9日晚间，公司

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预计上半年实现

盈利500万元至1000万元。 而2014年上半

年净利润亏损14538.85万元。 对于上调业

绩的原因，正邦科技表示，2015年第二季度

以来，生猪价格涨幅较大，平均价格较上一

季度增长20%以上， 加上养殖效率的提升

及成本逐步下降，生猪养殖收益环比增长。

券商业绩大增

海通证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99

亿元至 102亿元， 同比增长 244%至

254%。西部证券公布上半年业绩快报称，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0.15亿元， 同比增

长446.36%；实现净利润15.18亿元，同比

增长896.75%。

7月9日晚间， 渝三峡A公布2015年半

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盈利

1.45亿元至1.5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82%至409%。 对于业绩大增，渝三峡A表

示，公司上半年主营油漆业务经营正常，业

绩保持稳定增长； 公司业绩增长变动较大

主要系出售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7万股股票取得投资收益约1.24亿元。

赣能股份预计上半年实现盈利2.57

亿元至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95%

至57.30%。 对于2015年半年度公司业绩

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表示，

本期公司所属火电厂燃料价格下降，所属

火电厂毛利率提升；出售持有的部分泰豪

科技股票确认投资收益3732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渝三峡A和赣能股份

业绩增长原因均包括投资收益，这些因素

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业内人士表示，应该

关注那些依靠主营业务改善实现业绩大

幅增长的公司。

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与各市场主体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有责任共同维护我国改革开放

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成果，共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面对近期我国证券市场出现的非

理性的大幅波动，我们联合向宁夏各资本市场主体和广大投资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我们坚持踏实做好企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持续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公司业绩，持续为广大

投资者创造价值！ 以实际行动证明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二、倡议宁夏各上市公司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上市公司积极探

索股份回购、主要股东增持等措施；探索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积极推动控股股东年内不减持

本公司股票。

三、我们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 通过电话、实地调研等各种形式与

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增进彼此间了解和信任，共同见证企业发展，让投资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投资。

我们坚信，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极大激发资本市场活力，增强上市公司创新发展动力，上市公司也

能够持续、稳定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我们将以实际行动坚定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

宁夏上市公司

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联合声明

2015年7月10日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地区上市公司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了异常波动，广大投资者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为维护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吉林辖区

40

家上市公司共同提出如下倡议：

一、我们坚持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努力创造更多财富，以优良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二、我们坚持规范运作，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畅通投资者沟通渠道，给投资者一个真

实透明的上市公司。

三、我们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努力探索大股东

增持、董监高增持、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多种措施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股价

异常波动。

2015年7月10日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双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吉林辖区上市公司关于共同维护资本市场

稳定健康发展的倡议书

吉林省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