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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乱飞 股民亟须“打假”保护

除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上市、虚假披露外，“老鼠仓”与“荐股软件”的危害也不容小觑

近期，中国证监会认定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在绿大地欺诈发行上市时未勤勉尽责，未发现

绿大地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虚假资产、虚假业务

收入。对此，中国证监会依法拟作以下处罚：没收

联合证券业务收入

1200

万元，并处以

1200

万元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黎海祥、李迅冬给予

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撤销黎海祥、李迅

冬保荐代表人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 对黎海祥、

李迅冬终身证券市场禁入。

中国证监会认定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在

绿大地欺诈发行上市时未勤勉尽责， 未在法律

意见书中说明其工作相关情况，未对绿大地相

关资产的取得过程进行完整的核实。 对此，中

国证监会拟作以下处罚：没收天澄门律师事务

所业务收入

60

万元， 并处以

60

万元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徐平、肖兵给予警告并分

别处以

10

万元罚款，对徐平、肖兵终身证券市

场禁入。

中国证监会认定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鹏城

)

在绿大地欺诈发

行上市时未勤勉尽责， 未发现绿大地为发行上

市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编造虚假资产、 虚假业务

收入， 从而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对此，中国证监

会拟作以下处罚：没收深圳鹏城业务收入

60

万元，并处以

60

万元的罚款，撤销深圳鹏城的

证券服务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廖福澍、姚国勇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

罚款，对廖福澍、姚国勇终身证券市场禁入。

据了解， 中国证监会已向上述机构和

个人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 根据相关机构

和个人的要求， 中国证监会将于近期召开

听证会。 证券时报网

背靠大名鼎鼎的五矿集团，曾经名噪一时的

株冶集团（600961），如今却陷入巨亏的泥潭。由

于连续两年出现巨额亏损，株冶集团的证券简称

将变为*ST株冶，并于今日复牌。公司证券部人

士表示， 将采取各种措施避免今年继续亏损，避

免因为连亏3年而被暂停上市。

今日复牌

昨日

（

3

月

14

日）

，株冶集团公布了2012年年

度业绩报告， 虽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2.46亿

元，但公司却面临着增收不增利的尴尬，出现了

近6.2亿元的巨额亏损。

株冶集团称，2012年是经济周期低谷阶段，

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在生产、经营、节能减

排、 挖潜增效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步，但

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同时公司自身也存在

多方面的问题， 公司连续两年出现大幅度亏损，

效益落入低谷。

在发布年报的同时，株冶集团公告称鉴于公

司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 上海证券交易

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从3月15日

（今日）

起公司简称变更为*ST株冶。

记者注意到，虽然今年以来被实施风险警示

的公司尚不多见，但是在“戴帽”后走势往往并

不乐观， 比如 *ST 韶钢 （000717）、ST 贤成

（6003811）等。

2013年面临扭亏重压

实际上， 不管是连续亏损还是 “披星戴

帽”， 投资者通过株冶集团近期发布的公

告已经有所预期。目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莫过于公司今年能否扭亏。 正如株冶集团

在公告中所提示的， 如果公司2013年年度

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在对于

2013年的工作计划中， 株冶集团定下了

“努力完成铅锌总产量63.5万吨，实现销售

收入142亿元以上”的目标，但却没有明确

提及扭亏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 除了整个行业不景气

外，株冶集团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在于，公

司原材料方面是一个短板。 公司方面也坦

承，虽然从事铅锌的冶炼加工，但是公司没

有自己的矿山， 这决定了公司的盈利模式

是以赚取微薄加工费为主。

对此， 一位株冶集团证券部人士对记

者表示，公司此前有这方面的打算

（购买矿

山）

，但是面临着很多方面的问题，不确定

性较大，所以没有明确写入公告当中。这位

人士还表示， 公司将采取各种办法避免

2013年再出现亏损。

需要指出的是， 在目前的经营困境

下， 株冶集团对于资金依旧有不小的需

求。 公司披露维持当前业务， 并完成

K ivcet直接炼铅、IT O 烧结靶材产业化等

在建和新建项目，需要资金约3.9亿元。而

株冶集团董事会也刚刚通过接受总金额

不超过35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湖南有色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为公司提供不超

过25亿元的担保额度等议案。

《每日经济新闻》

在一年一度的“3·15”到来之际，面对上

市公司欺诈上市、业绩造假，“老鼠仓”与内

幕交易频出，“荐股软件”层出不穷，中国投

资者也需要像消费者一样，依靠“打假”保护

自身权益。

“黑天鹅事件”频出

最近一段时间， 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国华一直在为受困于上市公司佛山照明

虚假陈述案的股民奔波。这家曾有“中国灯

王”美誉的资本市场“现金奶牛”，曾经受到

股民追捧，但随着内幕交易、泄密门、信披违

规、造假门等一系列“黑天鹅”式丑闻爆出，

公司已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去年，因白酒塑化剂风波、新上市公司业绩

变脸、上市公司食品安全问题曝光的“黑天鹅”

事件多达10余起，中国股市亟须“打假”。据中国

证监会数据，2008~2012年，证监会共新增案件调

查1458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76件，罚没款金额

总计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25起。

业内专家表示，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

诈上市、 虚假披露这四大损害投资者利益的

违法行为，涉及的股民数量越来越多，往往一

个上市公司违法的背后有上万股民和数亿元

资金牵扯进来，但从目前情况看，还很少有投

资者向违法主体成功索赔。

被证监会认定为“持续造假时间长、犯罪

性质恶劣、非法募集资金数额特别巨大，社会

危害严重” 的绿大地造假案， 虚增营业收入

2.96亿元造假上市、圈钱3.46亿元，股价暴跌让

投资者损失惨重。

“老鼠仓”与“荐股软件”危害大

与虚构上市、虚增业绩等造假行为相比，

“老鼠仓”、“荐股软件” 等手段工具虽然形

式不同，但都是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欺诈行为，

危害极大。

2010年以来， 沪深等地基金公司屡屡曝

出基金经理“老鼠仓”丑闻。由于基金经理

“老鼠仓”获利要靠基金拉升，因此最终受害

的仍是基金投资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2月底，国内投资股票的基金规模达2.2万

亿元。

另外，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法分子借助

“荐股软件”误导或欺诈投资者，非法从事证券

投资咨询活动，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很多

非法“荐股软件”向投资者提供虚假的证券投

资品种的投资分析意见、价格预测、选择或买卖

时机建议。他们通过向投资者销售或提供“荐

股软件”，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

专家指出，非法“荐股软件”实属地地道

道的骗人骗钱的工具，与假货相比，它们不仅

本身骗钱， 还通过错误的投资建议更大程度

上使投资者受损。对此，证监会已出台《关于

加强对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明确了“荐股软件”

的界定标准和相关监管要求，加大对以“荐股

软件” 名义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的打

击力度。

投资者需“打假”保护

面对黑天鹅乱飞、老鼠仓与“荐股软件”

频出的市场环境， 为中国股市发展作出巨大

贡献的股民更应当受到“打假”保护。

中国境内股票市场个人投资者数量众

多， 以每人均在沪深两地开户估算约为6700

万人，其中中小投资者比重高，持股市值在10

万元以下的投资者占80%以上。中小投资者为

股市贡献了巨大交易量， 为新股发行贡献了

大规模资金保障，但他们专业知识欠缺、风险

意识淡薄、风险承受能力弱，在信息获取和专

业能力上有天然劣势。

我国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资本市场违法

案件中， 有相当一部分被业界和投资者批评

为处罚过轻、“罚不当罪”， 这与境外成熟市

场的严刑形成鲜明对比。 在境外成熟的资本

市场，欺诈上市、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将换来

漫长的牢狱之灾和倾家荡产的经济处罚；但

在内地资本市场， 违法成本与违法所得极不

成比的案例比比皆是。

对此，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此前

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内幕交易、欺诈和操纵

等股市违法行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市场

沦为通过侵害普通投资者利益而一夜暴富的场

所，那将直接挑战社会的容忍度。”

新华社

株冶集团两年亏12亿

“披星戴帽”今复牌

“石墨烯概念”在A股市场上炒作已

久，但大部分公司依然停留在炒概念阶段，

而不少敏锐的资金已经开始将目光转移到

更为实际的“应用”层面。3月13日，南都电

源（300068）披露两项石墨烯电池专利，公

司股票迅速被资金哄抢， 在大盘走势极弱

的情况下强势封住涨停。

昨日，有投资者在股吧引述传闻称

中超电缆（002471）或涉及石墨烯电缆

的专利。昨日午后，公司股价开盘即被

一笔大单快速拉高，最高一度摸至13.65

元的涨停价，随后开始回落，收盘上涨

5.16% 。

记者随即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

索求证，发现公司确有一项“含石墨烯的

橡胶绝缘电缆”的有效专利，专利申请号

为C N 201120434606.8， 专利申请日为2011

年11月4日，专利公开/公告日为2012年7月

4日。

知识产权局网站对该项专利进行了如

下描述：“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含石墨

烯的橡胶绝缘电缆，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提供一种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耐热性能、

化学稳定性和导电性的含石墨烯的橡胶绝

缘电缆。”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

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含石墨烯的橡

胶绝缘电缆，包括铜导体，所述铜导体外

同心包覆有石墨烯层和橡胶绝缘层，外

圈包覆有护套。 本实用新型在铜导体表

面用石墨烯包覆层代替传统的镀锡层，

不仅可以解决镀锡层存在的不足之处，

同时， 由于石墨烯材料具有非常好的导

电性能， 因而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电缆本

身的导电性能。”

该项专利技术的发明(

设计

)人为霍振

平、王柏松、杨斌。记者发现，发明人中霍振

平正担任中超电缆副总经理一职。

但记者详细查阅了中超电缆的历史

公告后发现， 公司并未就此专利的获得

予以公告披露。

因此， 记者立刻致电中超电缆求证。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该项“含石墨烯的橡胶绝缘电缆”的

专利确实为公司所有，但对于该石墨烯电

缆产品是否已投入生产尚不清楚。而当记

者问及为何公司在获得该项专利后并未

予以公告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该项专利

的获得并不属于必须公告的内容。

《每日经济新闻》

近一年以来股价走势抢眼的智飞

生物（300122），再一次被自家副董事长

推到了大宗交易平台之上。 虽然被高管

大肆抛售可能让不少投资者感到忧心，

但是当机构专用的字眼现身买方席位

时，或许又让人产生一丝期待。

上市公司遭到自家高管减持的情况，

在A股市场上比比皆是， 不过依靠副董事

长的超大手笔，智飞生物依旧脱颖而出。

3月6日，智飞生物副董事长吴冠江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600万股， 成交

额约2.07亿元。 而就在这一次减持引起部

分投资者注意时，昨日吴冠江再次借道大

宗交易减持1380万股， 涉及金额约4.67亿

元。也就是说，短短数日内，吴冠江就抛售

了1980万股股份，累计套现金额达到了惊

人的6.74亿元。

智飞生物公告披露，吴冠江减持是由

于自身资金需要。令人惊讶的是，吴冠江

还声称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转让

其持有的智飞生物股票的可能。而在近期

两次减持后，吴冠江持有智飞生物的股份

从8662万股降至6682万股，仍占公司总股

本的16.7% 。

一般情况下，上市公司遭遇高管抛售多

少会影响市场信心，而机构大手笔接盘某公

司股份的话，则暗示着机构对公司投资价值

的认可，这两种似乎有些矛盾的情况，就发

生在了智飞生物身上。昨日1380万股的接盘

方正是机构，只不过33.86元/股的成交价，较

公司37.85元/股的收盘价打了8.9折。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作为2010年

才上市的公司， 智飞生物的业绩还是

颇令人满意的。 不久前公布的业绩快

报显示， 公司2012年净利润近2.18亿

元，同比增长约11% 。另外，虽然过去一

年大盘走得跌宕起伏， 但是智飞生物

的股价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智飞生物公告

称，首批自主H ib疫苗

（商品名“喜菲贝”）

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研究检定院质量检

定，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在通过

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流程后，已陆

续进入当地疫苗流通应用领域。而这种自

产H ib疫苗的毛利率预计在90%左右，高毛

利率优势明显。从券商发布的研究报告来

看，机构对于智飞生物的自产疫苗表现出

强烈的兴趣。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大宗交易

智飞生物遭副董事长狂抛 机构巨资“笑纳”

中超电缆股价昨异动

早获石墨烯电缆专利

绿大地案撂倒三机构 联合证券被罚没2400万

核心

提示

中国石油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400亿

元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0亿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本期债券

分为5年期固定利率和10年期固定利率两

个品种， 其中5年期品种的初始发行规模

为150亿元，10年期品种的初始发行规模

为50亿元。

公告显示， 债券5年期品种采取网上

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

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

行，10年期品种采取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

配售的方式发行。 债券5年期品种的票面

利率预设区间为4.25% ~4.65% ，10年期品

种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4.70% ~5.10% ，

本期债券5年期品种网上发行代码为

“751971”，简称为“13中油01”，网上申

购日3月15日。 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

偿还贷款。

新民晚报

中石油拟发400亿元公司债

亮相近三年的股指期货，为内地投资

市场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 沪深300杠杆

指数系列及沪深300指数期货指数系列下

月亮相，而股指期货正反向杠杆ET F也已

呼之欲出。

来自中证指数公司的消息说， 沪深

300杠杆指数系列及沪深300指数期货指

数系列将于4月3日正式发布。

作为内地第二大公募基金公司， 易方

达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合作开发， 并已率先

获得中证指数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授

权，将开发沪深300指数期货正向两倍杠杆

ET F、反向杠杆ET F及反向两倍杠杆ET F。

易方达基金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证

监会已允许此类产品上报，易方达不久将

正式提交申报材料。目前各项发行筹备工

作已经展开，股指期货正反向杠杆ET F预

计不久将问世。

这位负责人表示，易方达基金是目前

唯一获得中证指数公司对沪深300股指期

货杠杆及反向系列指数授权的公募机构。

作为创新基金品种，易方达所获指数授权

及产品开发授权均享有一定保护期，因此

相关产品具备一定的稀缺性。

据了解，杠杆及反向指数是国际市场

杠杆及反向ET F的常用标的，目前境外杠

杆与反向ET F产品合计规模超过360亿美

元。

新华社

股指期货正反向杠杆ETF呼之欲出

龙星化工

炭黑反倾销复审终裁

龙星化工（002442）15日公告，日前，

公司获悉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局对来自中

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及泰国的炭黑产品

反倾销期中复审调查做出裁决，中国相关

对印出口炭黑的企业将被征收每千克

0.423美元的反倾销税。目前该裁决尚未由

印度海关公告并实施。公司2012年销售情

况：总销售量33.14万吨，其中出口销售炭

黑7.6万吨， 出口印度地区炭黑0.51万吨

（以上销量数据未经审计）

，印度市场出口

量占公司炭黑销售总量的1.54% 。

龙元建设

中标3.8亿元项目

龙元建设（600491）15日公告，3月14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宝山区建设工程招投

标管理办公室于3月12日签发的上海市建

设工程施工中标

（交易成交）

通知书，公司

中标上海金丰易居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开

发的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动迁安置房C 1地

块项目工程，中标价为3.8亿元，计划开工

日期为4月1日，工期600日历天。

中航重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航重机（600765）15日公告，3月13

日，控股子公司中航沈阳与黑龙江北方专

用汽车就机动车研发、生产线配套等领域

的合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本次签

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但具

体合作项目实施双方将以独立项目合同

形式另行签署。

中华企业

计提2.58亿元跌价准备

中华企业（600675）3月15日公告，公

司对目前尚在开发的主要项目进行了相

应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2012年度，公

司对松江誉品谷水湾项目需计提2.58亿元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该项资产减值准备相

应减少公司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2.44亿元。

中国玻纤

1.86亿美元增资一项目

中国玻纤（600176）3月15日公告，公

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年产1亿米

电子玻纤布生产线增资项目总投资1.86亿

美元。 项目建设一条年产3万吨电子纱和

配套的1亿米电子布生产线， 同时配套建

设一座110K V变电所。

ST汇丽B

申请撤销风险警示

ST汇丽B（900939）3月15日公告，根

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年修订）》13.2.1�之规定， 公司

2012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指标

均不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也不触

及该条规定的其他情形， 也不存在该规

则13.3.1�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决定向上交所提交撤销对公司股票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股票自

本公告之日起停牌。

ST宏盛

重整计划拍卖资产

ST宏盛（600817）3月15日公告，公司

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拍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陕西西

部拍卖有限公司、陕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定于

2013年3月29日上午10时在西安中院涉外

法庭对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

（参考价：

2.21

亿元）

进行第四次公开拍卖。

山东高速

收到股权转让款

山东高速（600350）3月15日公告，公

司与中信证券签署 《产权交易合同》，以

1.43亿元价格向中信证券转让公司持有的

中信万通3%股权。截至2013年3月14日，受

让方中信证券已向公司全额支付上述股

权转让款，并已办理完产权变更手续。

中南重工

拟合资设立地锚公司

中南重工（002445）15日公告，公司

与国华集团实业

（香港）

有限公司、中日技

术香港有限公司三家单位拟共同出资

4980万美元在江阴市国家高新区任桥村

设立江阴中南地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其

中公司拟出资6274.8万元， 占总投资额

20% 。 新公司主营地锚智能技术的研究以

及地锚的生产、维修、安装。预计全面达产

后正常年份可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左右，

净利润1.8亿元左右。

东方集团

拟8亿元认购民生银行可转债

东方集团（600811）15日公告，公司

拟通过网上配售方式认购民生银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中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部

分，认购金额不超过8亿元。

连云港

获3949.44万元所得税减免

连云港（601008）15日公告，公司59#

通用泊位及焦炭专业化泊位依法享受减

免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减征报

告，59# 通用泊位及焦炭专业化泊位自

2008年至2011年投产经营所得1.92亿元，

减征企业所得税所得额为1.58亿元， 减免

企业所得税额3949.44万元。

成都商报记

者 许金民 李映泉 实习记者 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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