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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家公司获重要股东增持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自监管机构要求上市公司推出增持、回

购等“5选1” 救市方案之后，A股市场迎来了

最大的增持回购潮。据Wind数据统计，自7月

1日至23日， 共有746家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

获重要股东增持，共计约32.47亿股，增持部

分参考市值约为451亿元。有37家上市公司发

布股票回购预案，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420亿

元，其中9家公司回购金额超过1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 股东增持和回购表明重

要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可以关注已

实施增持回购计划的公司， 特别是股价跌破

增持回购成本价的公司。

逾700家公司获增持

仅7月23日晚间，就有海利生物、风范股

份、隆基股份、中航黑豹等十余家公司发布增

持公告。

从整体变动方向来看，7月1日以来整体

表现为持平、 减持和增持的公司数目分别为

14家、29家和746家。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高管

增持已成为主流，增持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公

司有64家。

其中，兴业银行、万科A、招商银行、中天

城投、太平洋5家公司重要股东增持规模居于

前列。 兴业银行以99.2亿元的增持金额居首。

公司7月10日发布公告，公司股东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于7月9日增持公司股份共计6.08

亿股。

值得注意的是， 中天城投获得了战略股

东暨公司第二大股东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持100万股。 分析人

士指出，中天城投获国有重要战略股东增持，

一方面是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强烈信号， 另一

方面更表明了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高度看好。

银泰资源表示，自7月2日起12个月内，大

股东中国银泰拟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不

超过1.5亿股公司股份。 银泰资源目前总股本

为10.86亿股，中国银泰本次最高增持比例将

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8%，所动用资金上

限将达到20亿元以上。 中国银泰目前持有银

泰资源1.99亿股，持股比例为18.29%。

不少民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拿出真金白

银进行增持。 富安娜控股股东林国芳及其一

致行动人陈国红分别增持不低于2.32亿元、

52.04万元公司股票。 同时，公司公告拟在6个

月内使用最多3亿元自有资金以不高于15.03

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多家公司拟回购股份

7月23日晚间，江南嘉捷公告，公司将以

不超过7月2日收盘价15.17元/股的价格，使

用资金总额不超过1.517亿元进行回购，预计

可回购1000万股， 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本的2.50%。

7月份以来，已经有37家上市公司发布股

票回购预案， 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420亿元。

海通证券等7家公司计划回购股份金额上限

超过10亿元。 其中，海通证券和万科A计划回

购股份金额上限均超过百亿元，分别为216亿

元和100亿元；伊利股份、中兴通讯、美的集

团、 鲁泰A等公司计划回购资金上限均为10

亿元。 万科A、富安娜等公司还同时推出了增

持+回购的方案。

统计显示，多数公司的回购期限为6个月

至1年，但也有少数公司期限较短，比如天沃

科技股份回购期限仅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的2个月内。 资金来源方面，大多数公司

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广证恒生策略分析师认为， 股东增持很

大原因出于维稳以及估值判断， 同时表明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而回购股份是成熟的

市值管理工具，有利于稳定投资者投资预期。

*ST舜船拟卖4条散货船自救

□本报记者 刘杨

上半年业绩可能巨亏的*ST舜船，7月23

日公告称拟出售4条已建造完成64000吨散货

船，以缓解公司经营局面。 前期公司不再作为

意向重整方对明德重工进行破产重整，将给公

司造成损失约29亿元。 在此背景下，甩卖存量

资产成为公司自救的无奈选择。

出售四条散货船

公告显示， 由于公司当前资金周转紧张，

为加紧回笼资金，缓解资金紧张局面，公司拟

出售4条已建造完成64000吨散货船。

公司表示，前期与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基宁波” ）作为共同卖方（中基

宁波实际为代理方， 仅负责代理船舶出口）于

2014年4月与国外船东就4艘64000吨散货船

业务签订了《船舶出售合同》，拟将已建造的

上述 4艘散货船出售给国外船东 Corbita�

Marinetime� Investment公司。但船东超过合

同约定期限仍未按约接船并支付款项，公司于

2014年11月就上述船舶向对方正式发出了消

约通知，原合同失效。

上述《船舶出售合同》取消后，公司一直

在积极寻找新的买家。由于该船型市场价格持

续下跌， 公司始终未能以理想价格实现该4艘

64000吨散货船的出售。公司指出，本次拟出售

存量船舶事项对公司2015年及后期利润的影

响目前尚无法确定。

与鹏源船舶达成和解

公司同日披露了子公司的诉讼进展。资料显

示， 仪征市鹏源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鹏源船舶” ） 就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舜天造船

（扬州）有限公司（简称“扬州厂” ）的承揽合同

纠纷，于2015年5月28日向仪征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并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其后，法院作

出裁定，冻结了扬州厂相关银行账户。

近日，扬州厂与鹏源船舶达成和解，扬州

厂将在2015年10月底前向鹏源船舶支付工程

款共计551123.1元。 7月20日，鹏源船舶向法院

提出撤诉申请。 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由原告鹏

源船舶承担。

*ST舜船目前经营状况不容乐观。 公司近

日公告称，公司将不再作为意向重整方对明德

重工进行破产重整，这一事件最大将会给公司

造成损失约29亿元。 2014年，公司已对明德重

工项目计提了约10.12亿元的坏账准备， 若明

德重工最终给公司造成约29亿元损失，则将减

少公司2015年度及后续年度净利润约18.88亿

元。 公司前期发布业绩预告，预计今年上半年

实现利润区间为-37000万元至-35000万元。

獐子岛组织底播虾夷扇贝夏季调研

□本报记者 徐光

7月22日，獐子岛2015年夏季海洋牧场资

源外部调研活动如期举行，由投资者、海洋专

家、行业研究员等组成的调研团见证了公司确

权海域内抽测点的海珍品采捕情况。此举是獐

子岛兑现此前承诺， 提升海洋牧场透明度，保

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举措。

去年12月初，公司在应对“北方冷水团”

期间发布公告，将开放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

过程，并在每年春季（4-5月）、秋季（9-10

月）抽测的基础上，增加底播虾夷扇贝存量的

夏季（7月）、冬季（12月）调研。

此次调研包含拖网采捕作业、海珍品潜水采

捕作业、鱼类资源、苗种繁育等多项内容。区别于

春季抽测活动侧重数据采集和质量评估，夏季调

研主要以提高獐子岛养殖业务透明度为主。随船

调研的大连海洋大学专家苏延明教授表示，根据

海洋规律和生物特性，通过有效的调节手段使獐

子岛海洋牧场的生态环境恢复平衡，保持区域物

种多样性，提高养殖海域的海珍品出产能力很有

必要。 獐子岛海域出现鲸鱼的情况可以说明，该

海域水质情况优良，生物种类丰富。

獐子岛董秘孙福君表示，公司不断加强海

域生态的保护力度，通过建设海洋牧场，使得

海域环境不断改善。 公司还在海洋牧场开辟了

1000亩人工鱼礁专属钓场，投放了万吨级人工

鱼礁，在海洋牧场的利用上，除了正常的轮播

轮捕，拖网采捕过的海域还会有一年的休整期

以恢复生态。

公司海洋牧场业务群执行总裁梁峻表示，

在公司的良种厂，大西洋深水贝、厚壳贻贝、海

鞘等新品种都在积极的研发和培育过程中，特

别是更适合深水海域的大西洋深水贝已经进入

到了中试阶段，并实现了小规模的试播，目前来

看效果良好。 实验成功后公司将审慎地逐步推

广，把目前避让的深水海域逐步利用起来。

今年4月份， 獐子岛虾夷扇贝渔场通过了

MSC可持续渔业标准认证，成为我国首家通过

此项认证的渔场。

汤臣倍健

上半年净利增近两成

汤臣倍健7月23日晚发布2015年半年报。 上

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704.84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25.46%；营业利润47685.24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9.95%；净利润41609.97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7.82%。 公司资产质量良好，财务状

况健康。

汤臣倍健表示， 公司致力于持续打造与完善大

健康产业的生态布局， 在主业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嫁

接跨境电商平台，积极布局移动健康管理、互联网医

疗等大健康领域并开展跨界合作， 继续保持良好的

发展态势。

未来，公司业务生态由三大业务板块（汤臣倍

健药业板块、广东佰嘉板块、线上业务板块）与大

健康产业布局构成，不断打造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

根据公告，公司将致力于主营大众化品牌“汤

臣倍健” 的广度和深度推广，积极拓展骨骼健康、运

动营养等细分领域并布局线上业务； 由产品营销向

价值营销转变，通过提升对经销商、零售商的“服务

力” ，为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全面构建公司综合竞

争能力。（刘杨）

暴风科技

进军互联网电视

暴风科技7月23日晚发布公告称， 公司拟投资

的深圳统帅创智家科技有限公司与银河互联网电视

有限公司(简称“银河”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拟就互联网电视业务开展合作。

统帅创智家主营业务是互联网电视。 银河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和内容服务牌

照的运营单位。

根据合作协议， 银河将负责部署互联网电视集

成运营平台和内容服务平台， 拥有平台的资产管理

权和控制权， 并且根据业务运营要求对平台进行建

设、扩容、调整和完善。 统帅创智家将负责互联网电

视终端产品的设计、生产、物流、推广和销售，负责终

端产品的安装、维护、用户培训和售后服务。（刘杨）

芭田股份拟收购泰格瑞20%股权

□本报记者 傅嘉

芭田股份7月23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与南

宁泰格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南宁益普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1706.25万元参股泰格瑞20%股份。

资料显示，泰格瑞主要从事种子、种苗的

研发，生物制品的开发、技术研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 根据

业绩承诺，2015年-2017年， 实现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150万元、375万元、840万元。

公司表示，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从

基地建设、种植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到销

售整个产业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服务方

面，提供标准化、信息化、可控制、可追溯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整体解决方案， 帮助公司解决

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 面临的质量安全问

题，推动公司创新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加

快转型升级。

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10.9亿元，同比降

低3.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221万

元，同比下降41.32%。

公司正战略转向种植服务运营商，商业模

式从传统的复合肥产品提供商转型成为全面

解决种植问题的服务提供商。公司已与广西来

宾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南宁振企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将实行的生态农业和智慧农业战略在土

地种植上落地，推动公司战略的实现。

长安汽车

展示智能网联技术

日前， 长安汽车参加了由国际无人车系统协会

（AUVSI）、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TRB）主办的国

际自动驾驶研讨会2015年年会，重点展示了公司在

车联网（基于车车、车路通信的安全应用）、半自动

驾驶等方面的技术成果。

据了解，在智能驾驶技术领域，长安汽车已完成

1级智能驾驶技术在整车上的集成和匹配， 并将在

2015年底推出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睿骋系列、CS系

列、逸动系列等产品；长安inCall3.0+TBOX已实现

语音控制、 远程控制等功能和开放应用平台，2015

年inCall用户将接近50万。 在自动泊车核心技术方

面，长安汽车已经完成具备控制方向盘、主动刹车功

能的半自动泊车APA3.0技术研发，2015年底将推

出量产产品上市。

根据长安汽车智能化战略，未来几年，公司还将

在HMI交互核心技术研究、V2X技术研究、 自适应

巡航核心技术研究等方面有重大举动，2018年实现

半自动驾驶，2020年实现高度自动驾驶，2025年实

现全自动驾驶。（李香才）

东光微电

拟投资盖德公司

东光微电7月23日晚公告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弘高设计” ），拟以增资和（或）受让股权的方式

投资盖德软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德

公司” ），投资总额不高于2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

投资后，东光微电将持有盖德公司51%的股权。

东光微电将对盖德公司进行进一步的洽商及尽

职调查， 若洽商与调查结果符合进一步投资条件，则

各方将进一步磋商签署正式投资协议。 东光微电表

示，通过对盖德公司进行中长期战略投资，公司将向

AEC（建筑工程和施工）软件行业进行布局，从而达

到协同效应。（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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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268）自2015年5月8日上午开市

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5月8日刊登了《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21）,2015年5月15日、5月22日、5月29日分别刊登了《关于筹划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2015-032、2015-033）,2015年6月5日、

6月12日、6月19日、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7月17日分别刊登了《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4、2015-037、2015-038、

2015-040、2015-041、2015-042、2015-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4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752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5-021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6月4日

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O是 √否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3,758,4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1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09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1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05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7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7月3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7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7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西藏发展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杨岚岚

咨询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５１１号大合仓Ｃ座５１１室

咨询电话(TEL):� (0891)6389377� � � � � (028)� 65317138

传 真 (FAX):� (0891)6389377� � � � � (028)� 65317117

六、 备查文件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35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长张云升先生、董事郑俊卿先生、董事张烘先生、独立董事张建华女士的通知，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云升先生、董事郑俊卿先生、董事张烘先生、独立董事张建华的配偶朱海

虎

二、本次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三、本次增持的数量和比例

姓名 职务 买入时间

本次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后持股

数

（

股

）

本次增持成

交价格

（

元

/

股

）

持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张云升 董事长

2015-7-21 30000 90390000 13.43 23.09

郑俊卿 董事

2015-7-21 20000 10177060 13.38 2.60

张 烘 董事

2015-7-21 30000 30000 13.43 0.0077

朱海虎

2015-7-20 5000 5000 12.71 0.0013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郑重承诺：在

增持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1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顺威股份，股票代码：002676）已于2015年4月20日开

市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发布了《停牌公告》（2015-004）。 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5年4月27日、5月5日、5月12日、5月19日、5月26日、6月2日、6月9日、6月16日、6月24日、

7月1日、7月8日、7月10日、7月17披露了《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6、2015-018、2015-019、2015-021、2015-023、2015-024、2015-026、

2015-028、2015-030、2015-032、2015-033、2015-036、2015-037）。

经核实，该重大事项为拟对外购买资产事宜，购买的资产总额约为2亿至8亿人民币。截

至本公告日，该事项仍处于进一步商讨过程中。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保证信息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上述重大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