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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资平台“扫货”

□本报记者 傅苏颖

近日，易事特、润达医疗等多家上市公司公告易主为国资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8月份以来，有31家上市公司发布控股权拟变更公告，地方国资平台

成为收购主力。

分析人士认为，2019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加速落地期。 国有资本通过接手部分上市公司，有助于纾解资金紧张、股权质押风险等难题，保障上述企业的

正常生产经营。 对国资本身来说，也有利于提升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水平、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国资平台成收购主力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8月份以来，有31家上市公司发布控股权拟变更公告，地方国资平台成为收购主力。

例如，易事特股权转让近日更换买家，但两个买家均是国资背景。 易事特9月2日公告，公司于9月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何思模的通知，其与华

发集团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此次股权转让。 同日，易事特发布公告，东方集团、何思模与恒健控股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以协议转让结合部

分要约方式，由恒健控股持有不低于34.9%公司股权比例，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润达医疗9月2日公告，公司7名股东与杭州市下城国投签署协议，将占总股本20.02%的股份以15.02亿元转让给下城国投。 转让完成后下城国投将合计持有公司 27%

投票权，润达医疗实控人将变更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

从收购的价格来看，多家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较公司公告前最新市价存在20%以上的溢价。 以润达医疗为例，公司协议交易价格为12.95元/股，相较于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前一日的收盘价10.22元/股来说溢价26.71%。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表示，收购方选择溢价接盘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格定价机制。 由于溢价本身是相对于协议签署当日而言的，

协议签署日距离实际交割日之间存在一定时间间隔，20%的溢价是属于对未来股票价格看涨的一种预估。 事实上，控股权溢价多少，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通过

研究双方控制权交易的有关数据，并结合被评估股权的具体情况来综合确定。 我国控股权溢价水平约在15%-30%之间，国有资本接盘上市公司可以在这一区间内，根

据控股程度、公司规模、公司业绩等因素对被评估股权进行控股权溢价的相应调整。

改善流动性成主因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上市公司易主多数因短期经营压力增加、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股权高比例质押等，导致公司流动性紧张、股价大幅下跌。

易事特在公告中明确表示，此次交易完成后，东方集团取得交易对价将主要用于归还股权质押融资款项，以降低股权质押比例，解除东方集团股权质押风险。 同时，

纾解上市公司因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带来的融资压力，提升上市公司风险防控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7月10日，东方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3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85%。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0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6.91%，占

公司总股本的42.95%；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1.64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7.88%，占公司总股本的50%。

另外，公司上半年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公司近日公布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36亿元，同比下降45.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9亿元，同比下降26.02%。

润达医疗则是控股股东和大股东等均存在高比例股权质押风险。 截至8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文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9亿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51%，累计合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32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78%，占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2.78%。另外，公告还披露，8月16日，

朱文怡将其持有的公司669.6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金证券，期限至2020年2月15日。 该等股份是朱文怡于2016年8月19日质押给国金证券。

润达医疗表示，本次转让实施完成后，朱文怡和刘辉的股票质押率将大幅降低，同时公司整体质押率亦大幅下降，有效解除市场对公司质押率及流动性风险的担忧。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近两年，由于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以及大股东股权高比例质押，部分企业资金链比较紧张。 而国企的资金雄厚，很多公司

引入国企股东，可以缓解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张立超表示，最近上市公司易主国资频发，其主要是受国企改革的大环境影响，一方面国有资本通过接手上市公司，有助于纾解上市公司资金链紧张、股东股权质押

爆仓等难题，切实保障上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接盘上市公司本身也是一种互惠共赢的市场选择行为，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发挥双方包括技术、人

力、市场等在内的协同效益。

趋势还将延续

针对控股权拟转让对公司的影响，多数公司表示，引入国资将助力公司降低融资成本，保证公司业务持续、快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布控制权拟变更公告后，上

市公司的股价大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如润达医疗公告后的次日股价上涨近6%。

张立超表示，国有资本的进入一般会导致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较大幅度上涨，股价上涨说明市场对国资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的看好，其背后逻辑是国有股东具有

经营规模大、技术实力强、员工素质高、资本实力雄厚等多方面优势，国有股东进入上市公司能使公司治理结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更加完善，控股权更加稳定。 因此，国

资接盘上市公司对企业本身来说是长期向好。

杨德龙表示，更换实际控制人之后，对公司的经营应尽量平稳过渡。 如果新的大股东对公司经营有更多的支持，对上市公司发展还是有利的。 因此，关键需要看大股

东对公司的经营方面能否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针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易主为国资趋势是否会延续的问题，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购重组是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重要渠道。另外，从国资改

革和资本运营效率提高的角度来看，国资通过这一形式实现间接上市，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张立超认为，2019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加速落地期，国有资本接盘上市公司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事实上，国企混改目标在于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企

业制度的、有活力、有竞争力、有创新力的治理结构体系。当前，国企资接盘标的普遍面临资金链条缺乏流动性、股权质押出现危机等困境，排除长期业绩不佳或者没有核

心业务的“空壳公司” 。 上市公司易主为国资后，对上市公司来说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深化资本合作关系，为公司带来各类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指

导，对国资本身来说也有利于提升国有资产市场化运作水平、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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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集团推出最高120亿港元回购计划

A股和H股掀起回购潮

□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记者 陈子冰

9月3日， 小米集团公告称将以最高总价120亿港

元适时于公开市场购回股份。Wind统计显示，2019年

以来，港股有154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股份回购，合计回

购金额达到87.17亿港元， 小米集团今年也进行了共

计22次股份回购，合计斥资达12亿港元，居154家公

司首位。

大手笔回购提振股价

根据小米集团的公告，集团董事会正式决议行使

股份购回授权，将按最高总价120亿港元，不定期从公

开市场购回股份。 董事会可能会根据市况进一步行使

股份购回授权。 小米集团董事会还表示，公司现有财

务资源足以支持股份购回同时维持稳健的财务状况。

在互联网商业模式及“智能手机＋AIoT双引擎” 策略

的推动下，公司以股份购回表达对现时及长期业务前

景充满信心。

小米集团账上确实“不差钱” 。 小米集团2019年

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小米集团的

现金总储备为511亿元人民币。

小米集团这一纸公告引起不小反响，拉动小米集

团市值攀升近百亿港元。 9月3日，小米集团收盘股价

涨幅4.19%，收盘价为8.7港元/股，市值达到2086.11亿

港元。 盘中，小米集团股价一度上涨近7%。

小米集团的股价在2018年7月18日冲上22.2港元/

股的顶峰后，就一直呈现下行趋势。 中国证券报记者

统计，小米集团上市以来做了22次回购，合计共回购

1.26亿股B类股份，斥资约12亿港元。

9月2日，小米集团的收盘价为8.35港元/股，盘中

股价创下历史新低8.28港元/股， 相比2018年7月IPO

时17港元/股的发行价已经下跌51%，相比历史最高点

股价下跌63%。

除了通过回购来提振股价，小米集团还通过高管

锁定股份来传达信心。 8月27日，面对股价下行压力，

小米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总裁林斌对公司长远价值

具有坚定信心， 林斌自愿承诺， 自公告日期起365日

内，林斌及其控制的所有实体均不会自行出售其直接

或间接拥有的公司股份。

此前， 在小米集团上市半年期部分限售股解禁

时，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及CFO周受资也通过公告承

诺，自公告日起一年内不出售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

事实上，小米集团的基本面并不差，甚至“超预

期” 。小米集团2019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小米集团实

现总收入957亿元，同比增长20.2%，调整后净利润为

57亿元，同比增长49.8%。 其中，第二季度小米集团实

现总收入519.5亿元，同比增长14.8%；经调整净利润为

36.4亿元，同比大涨71.7%。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二季度， 小米集团三大主

营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均有提升。 因此，小米集团

整体毛利率由2018年二季度的12.5%增长至2019年二

季度的14%。

周受资当时在电话会议中表示，公司上半年总体

处于稳健发展态势，净利润超市场预期。 针对小米集

团股价趋势与业绩增长情况相背离现象，周受资说，股

价受到很多外部因素影响，相信小米的业绩迟早能体

现在股价上。

港股再掀回购潮

业内人士认为，回购股票在港股很常见，大部分回

购的原因是股价被低估，或者是在市场低迷时，向投资

者传递信心。

据有关机构统计， 在港股历史上曾出现过三轮明

显的回购潮，基本都是在市场低迷时期。 第一轮发生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那一年港股上市公司回购

总额达到175亿港元； 第二轮发生在2011年下半年至

2012年上半年，其间港股上市公司整体回购金额约121

亿港元；第三轮回购潮出现在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

其间港股上市公司累计回购金额近300亿港元。

2018年下半年以来被认为是新一轮回购潮的开

启。 尤其是腾讯自2013年大规模回购后， 时隔5年于

2018年9月开启了新一轮回购。 数据显示，2018年9月

至10月，腾讯共计24次回购，合计回购数量约284.8万

股，累计回购金额约8.87亿港元。

今年8月14日晚， 腾讯发布2019年二季度业绩报

告， 期内公司实现收入888.2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1%；净利润为23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 由

于被认为不及预期，花旗、高盛等投行均下调了腾讯目

标价，腾讯股价多日低迷。

8月28日， 腾讯开启实施今年以来的回购，8月28

日、8月29日、8月30日、9月2日，腾讯连续回购，涉及资

金约1.5亿港元。

Wind统计显示，2018年全年港股有214家公司实

施回购， 合计回购金额达到304.83亿港元， 红星美凯

龙、中国恒大、世茂房地产、利福国际、梦东方回购额位

居前五；2019年1月1日-9月3日，港股有154家公司实

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达到87.17亿港元，小米集团、易

居企业控股、中国宏桥、汤臣集团、瑞声科技回购额位

居前五。

今年以来A股回购金额超千亿元

A股近来也出现回购潮， 并频频出现大额回购。

Wind统计显示，截至9月3日，2019年A股市场已实施回

购金额达1105.43亿元，与2018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

2018年以来，A股不乏大额回购。 中国平安9月2

日晚披露回购进展称，截至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5759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315%，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50亿元（不含

交易费用），最低成交价格为79.85元/股，最高成交价

格为91.43元/股。 根据中国平安此前规划，中国平安

拟回购约50亿元至100亿元的公司股票。到目前为止，

中国平安的回购额已经达到下限。

在上月召开的中国平安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会

上，中国平安首席财务官姚波表示，回购并不是一个常

态，是公司对发展前景和股价的判断，分红和回购都是

对股东的一个回报。 公司管理层将积极做好公司基本

面，把业务做得更扎实，使业绩持续稳定增长，使投资

者看到公司的投资价值，股价自然而然地也会反映公

司基本面。

美的集团2018年7月和2019年2月发布了两期合

计达106亿元的回购计划， 目前第一期40亿元的股份

回购计划已经完成，而据公司9月3日晚公告，截至8月

31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了6025.2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7%，最高成交价为55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45.62元/股，支付总金额为31亿元（不含交

易费用）。

此外，伊利股份7月26日公告称，斥资57.93亿元

完成回购；招商蛇口6月20日公告，已支付约40亿元

完成回购计划。

百亿增量催化市场

ETC公司三季报业绩大幅预增

□本报记者 崔小粟

近日，多家ETC行业上市公司

公布三季度业绩预告，随着ETC推

广力度逐步加大及规模交付， 上市

公司利润大幅增长。 目前， 全国

ETC用户累计达到了1.17亿户，完

成发行总任务的61.14%。 分析人士

指出， 到今年年底，ETC装载量若

达到90%， 则需要安装ETC车载终

端的新增车辆总数超过1.4亿辆。

ETC市场有望迎来超过百亿增量

空间。

利润增长明显

亿纬锂能9月2日公告称，预计

2019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3.85亿元-4.51亿

元，预计同比增长75%-105%。 今

年前三季度， 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86亿元至

9.51亿元， 同比增长133.79%-151.

21%。 公司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

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的主要原

因是应用于ETC的电池开始实现

规模交付，带来利润明显增长等。

还有ETC行业公司上半年亏

损，但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为正值，

这意味着公司第三季度单季业绩实

现大幅增长。

万集科技2019年上半年亏损

1129万元，但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实

现净利润约7000万元-9000万元，

预计同比增长538%-663%。 三季

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 随着

ETC推广力度逐步加大，下游客户

加大车载标签的采购力度，同时公

司扩充产能在第三季度得到释放，

车载标签出货量较以往同期大幅

增长。

万集科技表示， 预计下半年订

单依然较多，同时报告期末，车载标

签的价格出现了稳中有升的趋势，

有利于公司全年业绩。 但是， 预计

ETC产业链的上游供货紧张状况

短期内依然存在， 公司将积极准备

应对方案， 保障及时供货。 另一方

面， 为了实现高速公路撤销省界收

费站和按车型收费的目标， 高速公

路ETC自由流系统将在下半年迎

来大规模采购与建设， 预计路侧天

线和控制器的销售收入将在ETC

业务下半年整体收入中占比提高。

路侧天线需要安装、 调试并取得客

户验收，公司已做好应对方案，集中

了优秀的服务团队， 保障下半年的

项目实施。

由于三季报业绩预增幅度较

大，盈利能力超预期，亿纬锂能、万

集科技等公司也受到了市场追捧，

近两个交易日股价涨幅均超10%。

百亿增量空间

ETC被称为“不停车电子收费

系统” ， 通过路侧单元与车载电子

标签之间传送专用短程通信， 通过

高速公路时不用停车可实现自动缴

费，可大幅提升通过效率。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交通运

输部印发的《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

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

案》明确，到今年年底，全国ETC用

户数量将突破1.8亿户，高速公路收

费站实现ETC全覆盖。 ETC车道将

成为主要收费车道， 货车实现不停

车收费， 高速公路不停车快捷收费

率达到90%以上， 所有人工收费车

道支持移动支付等电子收费方式。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大力推动高

速公路ETC发展应用工作的通

知》，从2019年7月1日起，严格落实

对ETC用户不少于5%的车辆通行

费基本优惠政策， 并实现对通行本

区域的ETC车辆无差别基本优惠。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截

止到8月28日， 全国ETC用户累计

达到了1.17亿户， 完成发行总任务

的61.14%。

华创证券研报显示， 目前全国

汽车保有量突破2.4亿辆，已经安装

ETC的车辆用户约8073万户；到今

年年底，ETC装载量若达到90%，则

需要安装ETC车载终端的新增车

辆总数超过1.4亿辆。ETC市场有望

迎来超过百亿增量空间。

ETC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少

数几家优势企业占据大部分市场份

额。 以高速公路ETC设备为例，该细

分市场实行产品资质准入制，企业的

产品只有通过交通运输部授权的交

通运输部交通工程监理检测中心检

测后，才能参加各地高速公路ETC建

设的招投标。 据华创证券研报，目前

金溢科技、万集科技、聚利科技三家

公司合计市场份额约达80%，未来行

业仍有进一步整合空间。

部分A股公司易主

地方国资平台“扫货”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地方国资平台成收购主力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8月份以来，有31家上市

公司发布控股权拟变更公告，地方国资平台成为收购

主力。

例如，易事特股权转让近日更换买家，但两个买家

均是国资背景。易事特9月2日公告，公司于9月1日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何思模的通知，其

与华发集团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

此次股权转让。同日，易事特发布公告，东方集团、何思

模与恒健控股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以协议转

让结合部分要约方式，由恒健控股持有不低于34.9%公

司股权比例，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润达医疗9月2日公告， 公司7名股东与杭州市下

城国投签署协议， 将占总股本20.02%的股份以15.02

亿元转让给下城国投。 转让完成后下城国投将合计持

有公司27%投票权， 润达医疗实控人将变更为杭州市

下城区人民政府。

从收购的价格来看，多家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价

格较公司公告前最新市价存在20%以上的溢价。 以润

达医疗为例，公司协议交易价格为12.95元/股，相较于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一日的收盘价10.22元/股来说溢

价26.71%。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表示，收购方选择溢

价接盘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价格定价机制。 由于溢价本身是相对于协议签署当

日而言的，协议签署日距离实际交割日之间存在一定

时间间隔，20%的溢价是属于对未来股票价格看涨的

一种预估。 事实上，控股权溢价多少，目前并没有统

一的标准， 只能通过研究双方控制权交易的有关数

据，并结合被评估股权的具体情况来综合确定。 我国

控股权溢价水平约在15%-30%之间，国有资本接盘

上市公司可以在这一区间内，根据控股程度、公司规

模、公司业绩等因素对被评估股权进行控股权溢价的

相应调整。

改善流动性状况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上市公司易主多数因

短期经营压力增加、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股权高比例质

押等，导致公司流动性紧张、股价大幅下跌。

易事特在公告中明确表示，此次交易完成后，东方

集团取得交易对价将主要用于归还股权质押融资款

项， 以降低股权质押比例， 解除东方集团股权质押风

险。 同时，纾解上市公司因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

带来的融资压力，提升上市公司风险防控能力，有利于

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7月10日，东方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3亿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5.85%。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

数量为10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6.91%，占公

司总股本的42.95%；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1.64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77.88%，占公司总股本的50%。

另外，公司上半年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公

司近日公布半年报，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36亿元，同比下降45.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69亿元，同比下降26.02%。

润达医疗则是控股股东和大股东等均存在高比例

股权质押风险。 截至8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朱文怡及其一致行动人刘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9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51%，累计合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1.32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78%，占两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2.78%。另外，公告还披露，8月16

日， 朱文怡将其持有的公司669.6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

押给国金证券，期限至2020年2月15日。 该等股份朱文

怡曾于2016年8月19日质押给国金证券过。

润达医疗表示，本次转让实施完成后，朱文怡和刘

辉的股票质押率将大幅降低，同时公司整体质押率亦

大幅下降，有效解除市场对公司质押率及流动性风险

的担忧。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近两年，

由于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 以及大股东股权高比例质

押，部分企业资金链比较紧张。而国企的资金雄厚，很多

公司引入国企股东，可以缓解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张立超表示，最近上市公司易主国资，主要是受国

企改革的大环境影响。 一方面国有资本通过接手上市

公司，有助于纾解上市公司资金紧张、股东股权质押风

险等难题，切实保障上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

面，国有资本接盘上市公司本身也是一种互惠共赢的

市场选择行为，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发挥双方包括技术、

人力、市场等在内的协同效益。

趋势将延续

针对控股权拟转让对公司的影响，多数公司表示，

引入国资将助力公司降低融资成本，保证公司业务持

续、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布控制权拟变更公

告后， 上市公司的股价大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如润达医疗公告次日股价上涨近6%。

张立超表示，国有资本的进入一般会导致上市公

司股票价格较大幅度上涨，股价上涨说明市场对国资

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的看好，其背后逻辑是国有

股东具有经营规模大、技术实力强、员工素质高、资本

实力雄厚等多方面优势，国有股东进入上市公司能使

公司治理结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更加完善，控股权更

加稳定。 因此，国资接盘上市公司对企业本身来说是

长期向好。

杨德龙表示，更换实际控制人之后，对公司的经营

应尽量平稳过渡。 如果新的大股东对公司经营有更多

的支持，对上市公司发展还是有利的。因此，关键需要看

大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方面能否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针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易主为国资趋势是否会延续

的问题，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认为，答案是肯定

的。并购重组是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重要渠道。另外，

从国资改革和资本运营效率提高的角度来看，国资通

过这一形式实现间接上市，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张立超认为，2019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

入加速落地期。 事实上，国企混改目标在于打造一个

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活力、有竞争力、有创新力的

治理结构体系。 当前，国有资本接盘标的普遍面临资

金紧张、股权质押出现危机等困境，排除长期业绩不佳

或者没有核心业务的“空壳公司” 。 上市公司易主为

国资后，对上市公司来说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

深化资本合作关系，为公司带来技术、管理、资金等方

面的支持，对国资本身来说也有利于提升市场化运作

水平、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连板后再发风险提示

宝塔实业称控股股东目前未进行重组

□本报记者 吴科任

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的宝塔实

业再度发布风险提示。 相比上一份

异常波动公告，宝塔实业9月3日晚

披露的公告在“公司关注并核实情

况” 处新增一项内容，即公司控股

股东宝塔石化目前未进行重组，不

存在涉及公司控股权发生或拟发生

较大变化的情况。

存被动减持风险

公告显示，截至目前，宝塔石化

持有宝塔实业股票3.98亿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52.13%，其中司法冻结

3.98亿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100%；

质押9419.43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23.64%。 按照9月3日收盘价（4.83

元/股）计算，宝塔石化持股对应市

值为19.24亿元。

此外，宝塔石化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还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 宝塔

实业2018年12月13日披露的公告

显示，因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对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诉宝塔石

化等一案的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依据相关法条的规定，华泰证券

银川新华西街证券营业部协助将宝

塔石化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

6174.1万股， 依法依规按市场价进

行处置， 处置价格不低于2.93元/

股。 今年3月22日公司发布的公告

显示， 宝塔石化所持公司股份于

2018年12月17日和2019年1月8日

遭遇被动减持， 合计减持数量为

700万股。

盘面显示，8月27日-9月3日，

宝塔实业连续6个涨停， 最新报收

4.83元/股，已超出上述处置价格。

梳理8月27日-8月30日的龙虎

榜数据，宝塔实业的暴涨与游资炒

作分不开。 首先，上榜席位均为营

业部席位，无机构席位参与，且多个

席位活跃度较高。其次，存在“击鼓

传花” 的迹象，比如东莞证券浙江

分公司、 东莞证券福建分公司于8

月27日出现在买五席位上，8月27

日就现身卖出前五席位；财通证券

杭州九堡九乔街证券营业部、华泰

证券南宁中泰路证券营业部及中国

银河上海五莲路证券营业部这三个

席位8月27日现身买五席位，8月30

日也集体现身卖五席位等。

提示多个风险

在“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

提示” 一栏，宝塔实业早前公告只

提了“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

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而在新的公

告中，公司则列举了6项内容，包括

上半年净利润亏损、合同纠纷、尚未

支付股权转让款、 公司实控人被逮

捕等。

公开资料显示， 宝塔实业的

主要业务为轴承、 船舶电器及汽

车前轴的生产与销售。 其中，轴承

业务的营业收入约占公司总体销

售规模的一半。 2019年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1.40亿元，同比下

降41.25%， 归母净利润为-6432.

97万元 ， 同比下降 1238.86% 。

2018年宝塔实业归母净利润为

-9819.44万元， 一旦2019年全年

继续亏损，根据相关规定，交易所

有权决定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

市风险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 宝塔实业一度

存在暂停上市风险。具体来看，宝塔

实业2015年和2016年连续亏损，如

果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

为负值， 宝塔实业股票将被暂停上

市。 但就在2017年，公司以并购提

升业绩， 报告期内以现金方式收购

桂林海威船舶电器有限公司及辽宁

鞍太锻实业有限公司，共实现4500

万元利润。 公司2017年顺利扭亏为

盈，避免了暂停上市风险。

其他风险方面，宝塔实业表示，

公司因与黑龙江景宏石油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被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冻结部

分账户， 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协

商解除冻结事宜；公司于2017年收

购的桂林海威船舶电器有限公司完

成了2018年度业绩对赌利润，根据

对赌协议约定，公司于2018年度报

告披露日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收

购进度款9675万元， 截至目前，尚

未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 公司实际

控制人孙珩超因涉嫌票据诈骗罪被

银川市公安局逮捕， 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等。

� 近日，易事特、润达医疗等多家上市公司公告易主为国资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

理发现，8月份以来，有31家上市公司发布控股权拟变更公告，地方国资平台成为收购

主力。

分析人士认为，2019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加速落地期。 国有资本通过

接手部分上市公司，有助于纾解资金紧张、股权质押风险等难题，保障上述企业的正常

生产经营。 对国资本身来说，也有利于提升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水平、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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