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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浪潮愈演愈烈
资本大鳄“围猎”7公司

举牌浪潮愈演愈烈 资本大鳄“围猎”#公司

宁波联合则被泽熙举牌，8月27日，
第二大股东泽熙6期通过上交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2.9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1%，交易均价为 9元 /
股。增持之后，泽熙 6期持有公司
1554.41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5%，构成

举牌。
而在举牌的前一天!

!

月
"#

日"，泽熙
6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先行买入宁波
联合股份 4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交易均价同样为9元/股。

本报综合

近期，资本大鳄举牌上市公司
的浪潮愈演愈烈。中煤能源、东方
银星、中兴商业、宁波联合、新黄
浦、宁波银行、黔源电力等 7家公
司成为了大鳄的“猎物”。

中煤能源 9月 3日公告再度
被生命人寿举牌，生命人寿是今年
A股当之无愧的举牌大户，除中煤
能源外，还曾举牌金地集团、农产
品，产业版图已经横跨农业、地产、
能源等。险资举牌这些传统行业，
侧面反映出这些公司整体估值偏
低的事实，长线资金介入资源类公
司，有助于实现在土地、能源等方
面暂时无法实现的意图。
9月2日，豫商集团第五度宣

布举牌东方银星。东方银星当日公
告称，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
海杰宇于近期再度增持股份，截至
公告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200
万股，占总股本的25%。

中兴商业公告，8月6日至12
日，股东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
持公司股份1395.04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从6月13日起，大
商集团、大商管理四度举牌中兴商
业，共拿下中兴商业5580.13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20%。

资深市场人士表示，产业资本
介入的原因有的在于部分传统行
业和公司股价被低估，产业资本举
牌成本较低，可以借机介入上市公
司经营管理；有的甚至谋求控制
权，推动公司转型或并购重组，实
现行业整合。被资本大鳄举牌的个
股带来好的市场预期，让相关个股
成为小黑马。投资者不妨多注意一
下此类被举牌的个股，适当介入。

天天理财

新三板市场全称为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
称“股转系统”或“北交所”，
是中国证监会监管下的全国
性证券市场，也是继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后第三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场
所。

在十二五规划中，政府
明确了新三板市场在中国资
本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将使
其成为科技型、创新型创业
企业的“孵化器”。

在新三板挂牌，对企业
来说主要有七大优势：

第一，提高公司治理水
平；第二，提升挂牌企业融资
能力，可通过股票定向增发
或债券发行实现直接融资，
或通过授信额度的提高增加
银行间接融资，将解决创业
型企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第
三，增强股票流动性，提升股
东股份的价值。良好的流动

性，也将方便投资机构的进
出，激发包括PE在内的投资
机构的投资热情；第四，助推
企业上市，2013年 12月 13
日，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
决定》!国发$%&'()*+

号"明确
指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
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申请上市交易。第五，吸
引和留住人才。挂牌企业的
股权、期权不再是没有意义
的数字，而是看得见的财富；
第六，提升品牌价值；第七，
企业挂牌周期短、成本低，各
地政府对挂牌企业也有一些
相匹配的奖励政策。

对于怀揣着创业梦想的
企业家来说，新三板将载着
您的梦想扬帆远航。

详情请咨询您的服务经
理或华泰证券投资理财热线：
0519-8802936088102711。

在3月份首度被举牌后，9月
4日告再度被生命人寿举牌。截至
2014年9月3日，生命人寿及其
境外全资子公司富德资源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香港 "通过二级
市场交易累计持有的本公司A股
和 H股 13.28亿股，占总股本的
10.014%。分析认为，在煤炭行业低
迷期，中煤能源获得保险资金的增
持可谓雪中送炭，预计对股价产生
利好影响。

生命人寿一位管理层人士透
露，2013年起生命人寿陆续成立能
源、资源、不动产等投资平台，最终
使金融的投资实现最大价值。

新黄浦7月30日发布的公告显示，
新华闻投资借道信托产品，累计新增持占
公司总股本5%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总
股本的25.001%。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部
分信托产品的设立只有1周，可见公司动
作之快。

新华闻投资称，此次收购的目的是为

了巩固自己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不排
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新黄浦的可
能性。有市场人士分析，从密集设立产品
并实施增持行动来看，在5月底被中科创
二度夺走控股权之后，新华闻投资坚定捍
卫控股权的决心已相当明了，其增持目标
极有可能是直指29.9%。

日前，雅戈尔大幅增持宁波银行触发
举牌一事引发市场关注。宁波银行公告，
公司7月23日收到股东雅戈尔的通知，
雅戈尔增持宁波银行股份数已达总股本
的5%，持股比例由宁波银行上市之初的

7.16%增至12.16%。此次增持后，雅戈尔
仍是宁波银行的第三大股东，但与前两大
股东的持股差距骤然缩小。对于再度举牌
的原因，雅戈尔表示主要是基于对宁波银
行投资价值的分析和未来前景的预测。

举牌惠天热电一役完毕后，宁电投资
又将目标瞄准了同行黔源电力。这两起举
牌案例背后，显示宁电投资对电力类公司
的偏爱，而追溯其控制人宁波热电，更展
现其作为一家A股上市公司罕见的“犀
利”手法。

黔源电力7月23日发布公告称，宁

电投资持有黔源电力1527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资料显示，宁电投资自成立
以来，每年均为宁波热电贡献了不菲的盈
利。2011年、2012年，宁电投资分别实现
净利润 1981.29万元和 717.44万元，占
宁波热电当期净利的比例分别达23.07%
和10.44%。

A股百货行业举牌风起云涌，比如大
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大商管理$"，
之前还遭遇“茂业系”的背后伏击，如今自
个儿却变成举牌狂人。

8月15日，中兴商业公告称，2014
年8月6日至 2014年 8月 12日期间，
大商管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数1395万股，占中兴

商业总股本的5%。截至2014年8月12
日，大商集团、大商管理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数达 55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
“大商系”增持中兴商业的目的逐渐

清晰，大商系在权益变动书中解释增持为
“出于对辽宁商业资源的整合、升级以形
成规模经济效力而进行的策略投资”。

东方银星的主要股东围绕其控制权
的争夺日趋白热化。9月2日，重庆银星
智业旗下的东方银星公告，第二大股东豫
商集团第5次举牌 !增持每达到

,-

需公

告"，豫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东方
银星股权 3200万股，已达 25%，距离大
股东重庆银星智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的29.29%，只有一步之遥。

“举牌”收购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防

止机构大户操纵股价%&证券法'

规定%投资人在证券市场的二级

市场上收购的流通股份超过该

股票总股本的
,-

或者是
,-

的整

倍数时%应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

日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 ( 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

告 % 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

告%并且履行有关法律规定的义

务) 业内称之为*举牌$)

四新股顶格大涨无悬念
券商最看好天和防务

四新股上市首日再遭爆炒 券商看好天和防务

分析人士认为，昨日上
市的4只创业板公司各有特
点。不过，从申购阶段开始，头
顶“民营军工企业”光环的天
和防务已成为不少业内人士
最看好标的。招股书显示，天
和防务主营业务为以连续波
雷达技术和光电探测技术为
核心的侦察、指挥、控制系统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贸
易。申万发布的研报称：“本轮
新股首推天和防务。”此外，从
昨日上市的4只新股中签率
来看，天和防务0.59%的中签
率也是其中最低，直观反映出
资金热捧态度。

分析人士认为，除包含
热门题材，天和防务也有较
大的估值优势。发行公告显
示，天和防务24.05元/股
的发行价，对应2013年摊薄
后市盈率为20.73倍，低于

公司所在的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近一个
月44.44倍的平均静态市盈
率。基于业务相似性和民营
企业特点，天和防务表示，公
司与四创电子、国睿科技等
10家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
相似度，以2013年每股收益
及最近一个月均价计算，可
比上市公司 2013年静态市
盈率均值为158.34倍，远高
于天和防务20.73倍的发行
市盈率。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天
和防务上市后将产生出一个
新的悬念：截至目前，今年新
股上市后上涨纪录的保持者
是在首日顶格上涨后又连现
11个涨停的飞天诚信。如
今，天和防务能否超越飞天
诚信所创纪录，我们将拭目
以待。 东财网

继前日上市的亚邦股份毫无悬念“顶格”上涨后，昨日，腾
信股份、菲利华、迪瑞医疗和天和防务4只创业板新股又联袂
在A股上市。

四新股昨日开盘全部飙
涨，瞬间秒停。截至收盘，腾信
股 份 报 价 37.58元 ，涨
43.98%，菲利华报价 27.55
元，涨幅44.01%，天和防务报
价34.63元，涨43.99%，迪瑞
医疗报价42.54，涨44.01%。

过去，对多数幸运中签
的投资者而言，新股上市首
日成为兑现收益的最佳时
机，因此当天走势极受关注，
一丁点的股价波动都牵动着
中签者的敏感神经。然而，从
今年新股交易制度变化以
来，新股上市“秒停”触及
44%的首日涨幅上限已成惯
例。据统计，自今年6月IPO
再度开闸以来，24只上市新
股上市首日全部顶格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8月上
旬大盘强势反弹，新股一度
陷入人气危机，比如8月5
日上市的川仪股份在迎来第
5个涨停后，8月 13日遭遇
跌停；禾丰牧业的连续涨停
也仅持续4个交易日。不过，
8月下旬以来，炒新再次升
温，长白山8月22日上市，8
月23日起连现 10个涨停；
会稽山8月25日上市，8月
26日起连现 8个涨停；9月
以来上市的福斯特和亚邦股
份强势依旧。

分析人士认为，正是在
上述背景下，昨日上市的4
只创业板个股，首日达到
44%的涨幅上限早已在各方
预期之中。

开盘集体飙涨遭秒停

天和防务中签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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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新梦想

七家公司
成资本大鳄猎物
中煤能源(60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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