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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讯虚增利润2279万
平安证券保荐项目地雷再炸响
3月22日，海联讯（300277）公告，因涉
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公司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在调查结果出炉前， 海联讯先期进
行了自查，并于4月27日自曝在营业收入
确认、 成本估算、 年终奖金计提以及冲
减应收账款方面存在问题。 经追溯调
整，2011年海联讯的净利润为3994.35万
元，虚增了2278.88万元。
海联讯的保荐机构是平安证券。此前，
平安证券因保荐胜景山河和万福生科等恶
性造假上市案而饱受诟病， 间隔如此短的
时间， 平安证券保荐上市项目再度曝出重
大问题，实在让人震惊。

公司简讯
海康威视
股东减持2750万股
海康威视（002415）4日公告，公司
于2013年5月3日收到股东龚虹嘉的通
知，龚虹嘉于2013年4月23日与5月2日通
过深交所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275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1.37% 。

香雪制药
收到药品GMP证书
香雪制药（300147）4日公告，公司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药品G M P 证书》。本次《药品
G M P 证书》的获得，说明公司IPO 募投
项目：“现代中药制剂技术改造项目”、
“中药提取生产线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和 “中药饮片标准化技术改造项目”符
合2010 年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的要求，通过新版G M P 认证，可以正式
投入使用。

2011年虚增千万利润
4月27日海联讯披露多份公告， 包括
2012年年报及2013年一季报。其中，一份
名为 《关于对以前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分外惹人注意。公
告称， 海联讯决定对2010年、2011年相关
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涉及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
以2011年合并之后的利润表为例，调
整前海联讯的营业收入为3.55亿元，调整
后的营业收入变为3.39亿元，调减金额达
1592万元。按照相关规定，当年该公司的
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应该
分别为2.14亿元、5784.59万元和577.43万
元，公司却分别少计了117.97万元、182.58
万元和455.96万元。 正是靠这种多计收
入、 少计成本及费用的伎俩，2011年海联
讯的净利润蹿升至6273.23万元， 虚增了
2278.88万元。
对此，海联讯归结为“会计差错”，表
示公司确认了部分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
的项目合同收入，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对
年终奖金进行计提，未在确认相应收入时
按服务完成情况暂估成本等。
海联讯决定对公司总经理邢文飚给
予内部通报批评处分，对财务总监兼董事
会秘书杨德广给予停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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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股份（002266）4日公告，公司
于2013年5月2日收到星海建设有限公司
的 《中标通知书》， 通知确定公司为3
x27M W 水轮发电机组及相关电站成套
设备的供货、 运输及技术服务的中标单
位。中标总金额：2013万美元，按2013年5
月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6.1549计，合
人民币1.24亿元。

平安证券
为保荐人

海联讯

资料图片

上市前报表不可信
海联讯所谓的“会计差错”很难立足。
记者注意到，2009~2012年度， 海联讯还
存在从非客户方转入大额资金冲减账面应收
账款，并于下一会计期初转出资金、转回应收
账款的情况。对此，相关财务人士解释：“这也
就是说， 海联讯通过非客户第三方先把钱打
过来，接着确认应收款收回，第二年年初再把
钱转出去，还原应收款。摆明是在做账，系主

浙富股份
中标1.24亿元合同

观刻意。”
另外， 公司分别于2010年、2011年确认的
1286.06万元、1894.03万元收入，对应账挂应收
账款合计3180.10万元。 负责本次审计的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直言，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未曾
有收款记录，“我们未能取得充分、 适当的审
计证据，证明上述收入的真实性、归属会计期
间的适当性、相应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资料显示， 海联讯于2011年11月23日在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上述调整意味着，在上市前，海联讯的财
务报表便不可信。至于是不是造假，尚需监管
层认定。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郑名伟说：“海联
讯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虚假陈述，待证监会对其
处罚后， 在2013年3月21日前购买海联讯股票
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可提起索赔。”

现在海联讯自曝虚增利润， 无疑
让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再度陷入尴尬。
海联讯上市时， 平安证券曾在保荐
书 中 承 诺 ：“有 充 分 理 由 确 信 发 行 人 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
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
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
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 审慎
核查。”
海联讯上市后，2011年承担持续督导
责任的平安证券也未提及上市公司在营业
收入确认、成本估算、年终奖金计提以及冲
减应收账款等方面存在问题。
对此， 郑名伟表示：“平安证券作为
保荐机构， 明显没有做好保荐和督导工
作，双重失职。若监管层最终认定海联讯
造假上市， 脱不了干系的平安证券将难
逃惩罚。”
《每日经济新闻》

支付给交易对方，剩余部分拟用于公司经营，
以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绩效。
公司拟发行2100万股用于购买中金在线
股权，发行价为8.14元/股；拟发行960万股募
集配套资金， 募集的配套资金总额约不超过
7000万元，发行价不低于7.33元/股。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交易前，中金在线
需对其业务和资产进行重组、整合，具体包
括中金在线将收购与其业务具有较大关联
性的天信投资100% 股权，以及筹备将持有的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昆仑映画66.67% 股权转让
给第三方等。

资料显示， 中金在线主要业务是通过运
营财经网站平台“中金在线”网站（w w w .cnfol.com ），向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专业的财经
资讯和金融信息， 满足广大互联网用户对于
财经资讯和金融信息需求， 在此基础上利用
中金在线网站所积累的媒体和渠道优势提供
增值服务。中金在线2011年、2012年营业收入
分别为6936万元、6299万元；2011年、2012年净
利润分别为1724万元、674万元。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中金在线模拟合
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1.02亿元， 本次交易中金在线100% 股权的预

华夏银行（600015）4日公告，公司
收到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华夏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 批准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业。 华夏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亿元人民
币，公司出资24.6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为82% 。

晨鸣纸业
公布回购B股进展情况
晨 鸣 纸 业 （000488）4 日 公 告 ，
2013年3月7日至2013年4月30日，公司
已累计回购B 股2093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02% ，购买最高价为3.58
港元/股，最低价为3.38港元/股，支付
总金额为7353万港元 （含印花税、 佣
金）。

大东南
已回购1548万股

三五互联溢价收购中金在线100%股权
停盘了3个月的三五互联（300051）今天
（5月4日）公布了购买资产的预案。公司拟向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之外的沈文策先生等7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中金在线100% 股权。
公告显示，此次交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购买中金在线100% 股权， 其中拟由公司自身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金在线99% 股权，
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五天津支付现金购买
中金在线1% 股权； 二是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7000万
元， 其中约4000万元拟作为本次交易的对价

华夏银行
华夏金融租赁开业获批

估值约为2.08亿元，预估增值1.06亿元，增值
率为103.52% 。
对于中金在线收购完成后的盈利状况，沈
文策做出了业绩承诺： 标的资产2013~2015年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2500万元、3000万元和4000万元， 对于标
的资产当年实际净利润数不足上述承诺净利
润数的部分，沈文策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向上
市公司补足，对于沈文策无法以现金方式补足
的部分，其承诺以股份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三五互联5月6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大东南（002263）4日公告，截至4月
30日，公司回购股数量共计1548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7% ，成交的最高
价为6.03元/股， 最低价为5.48元/股，支
付总金额约为8828万元。

大众公用
1亿转让子公司
大众公用 （600635）4日公告，5月2
日公司与琼海鸿信签署 《股权转让合
同》， 将海南大众100% 的出资额转让给
琼海鸿信房地产，转让价格为1亿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刘振强

中国北车
签订22.94亿合同

收官年报泄“天机” 部分股票4月筹码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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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2012年年报以及2013年一季报
披露收官。 由于年报的时效性滞后和一季报
经常语焉不详， 投资者能得到的及时性信息
有限，不过股东数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其较强
的时效性而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广田股份筹码集中度提高
股东数是一个显示筹码集中与否的数
据， 它的增减直接反映了市场对上市公司青
睐与否。
虽然不同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的披露时
间前后有别， 但很多公司在披露年报的同时，
披露了两个数据：“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和“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通过后一个数据和一季报中股东数的对
比，投资者很容易发现4月筹码集中与否。
据成都商报记者统计，4月25日~27日，共
有26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2年年报，大概占
到A 股上市公司总量的1/10左右， 这3日发布
年报相对应的股东人数时间点即为4月18日、

重点标的扫描

责编 谢欣 编辑 张海妮
美编 胡雪梅 校对 陈婕
商 报 报 料 热 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官 方 微 博 新 浪 微 博 ：@ 成 都 商 报
腾 讯 微 博 ：@ 成 都 商 报

4月19日。在这268家上市公司中，相较3月底
有167家公司的筹码出现了收紧，有13家筹码
集中度没有变化， 有84家上市公司筹码出现
了分散，剩下的4家则没有披露数据。
从圈定标的来看，在4月份前20天左右的
时间当中， 就有超过六成的上市公司获得了
市场进一步的青睐，其中，股东数缩减最明显
的 是 4 月 26 日 披 露 年 报 的 广 田 股 份
（002482），4月1日~19日，公司的股东人数从
10996户缩减到9666户，缩减比例达到12% ；紧
随其后的是*ST 金泰 （600385）、 万福生科
（300268）、零七股份（000007）等，它们的缩
减比例也都在10% 以上。相反的，在筹码集中
度出现分散方面，奥康国际（603001）、山东
如意（002193）等排在了前列，两者筹码均放
松了两成以上。

股东数与股价负关联
实际上，研究股东数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有大量的事实显示， 股东数与股价之间存在

负关联关系。
拿最近的年报、一季报的相关数据来看，
厨电细分市场龙头老板电器（002508），2012
年年报股东户数为16557户，而到了今年一季
度股东户数骤减38.32% ，为10213户。同期二
级市场上， 老板电器的股价也是从18.35元一
路涨到最高27.31元，最高涨幅达到48.83% 。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移动电源解决方案
服务商和制造商的德赛电池（000049）身上，
由于德赛电池放弃旗下公司惠州电池、 惠州
蓝微25%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引发了投资者对
于公司重启资产重组的遐想， 而其股价从去
年年底的30.4元最高暴涨到51.32元， 最高涨
幅达到惊人的68.82% 。 如果观察同期公司的
股东人数变化的话， 可以发现德赛电池股东
户 数 从 24613 户 骤 减 至 13462 户 ， 减 少 了
45.31% 。
相反， 从奥康国际、 山东如意两只标的
看，它们是4月份出现过暴跌的个股，而恰恰
几乎是同期筹码出现松动。
成都商报记者 赵阳戈 实习记者 刘振强

股东数并非判断股票好坏的唯一标准，因为影响股价的因素实在太多。在此，成都商报记
者根据筹码集中度提高，结合上市公司基本面，挑选了部分个股供投资者参考。

海越股 份 （600387）：是筹码逐渐集中

浙报传 媒 （600633）： 近来筹码不断被集

鲁抗医药（600789）：股东数从去年三季

的典型，该公司去年年底时股东数为25657
户，今年3月底为21278户，而仅仅22天后，
其股东数进一步下降为20917户。从股东名
单上来看， 海越股份一直都受到基金及保
险等的青睐，而其本身的题材也是众多，比
如说此前的页岩气，以及近期的加气站等，
这些都值得关注。

中，2012年9月底， 其股东人数尚为18046户，12
月底为17995户，今年3月底股东人数减为13837
户， 而到了4月22日， 这一数据进一步缩减到
13392户， 而目前浙报传媒的股价与去年9月份
相比并无多大差别。 浙报传媒刚刚完成了定向
增发。资料显示，浙报传媒以13.9元/股的价格
募资约25亿元。

度至今年一季度都处于10万户级别水平，但4
月15日的数据显示， 鲁抗医药的股东数直接
跳变到了65536户，较去年年底锐减38% 。据年
报披露，2013年公司将力争完成26亿元以上
的营业收入，实现扭亏。从盘面来看，4月1日
~15日间仅有9个交易日， 其中完成了4个涨
停，累计涨幅28% 。

企业年金投资范围扩大
增加理财产品股指期货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发布
通知明确，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增加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特定资产管理计划、股指期货。
到2012年底， 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
业已达5.47万家，积累基金4821亿元，基金
规模年均增长在30% 以上， 其中2012年企
业年金基金新增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
此前国家规定， 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
范围限定于银行存款、 国债、 中央银行票
据、债券回购、万能保险产品、投资联结保
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以及信用等
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企业(公司)债、
可转换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短期融
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金融产品。
此次扩大企业年金投资范围的同时，
人社部要求，投资银行活期存款、中央银行
票据、一年期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
款、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型养老
金产品的比例， 合计不得低于投资组合委
托投资资产净值的5% ；清算备付金、证券
清算款以及一级市场证券申购资金视为流
动性资产。
投资一年期以上的银行定期存款、协议
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可转换债
(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万能保险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
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特定资产管
理计划、债券基金、投资联结保险产品(股票
投资比例不高于30% )、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
品、混合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
于投资组合委托投资资产净值的135% 。债券
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高
于投资组合委托投资资产净值的40% 。
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投资
联结保险产品(股票投资比例高于30% )、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 合计不得高于投
资组合委托投资资产净值的30% 。 通知还
强调，企业年金基金不得直接投资于权证，
但因投资股票、 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等投资
品种而衍生获得的权证， 应当在权证上市
交易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卖出。 人民日报

中国北车（601299）4日公告，子公
司大同电力机车与大秦铁路签订H X D 2
型电力机车两年检修合同，子公司西安
捷力电力和永电金风科技与金风科技
签订了总金额约为21亿元的发电机及
发电机定子销售合同，北车兰州机车与
烟墩天润签订了总金额约为0.81亿元的
风电塔筒销售合同。合计金额约为22.94
亿元， 约占公司2012年度营业收入的
2.48% 。

中国联通
股东增持2194万股
中国联通（600050）4日公告，公司
接控股股东联通集团的通知， 联通集团
于5月3日通过上交所增持股份2194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104% 。本次增持
后，联通集团持有公司62.33% 股份。

江淮汽车
已回购383万股
江淮汽车（600418）4日公告，截至4
月30日， 公司回购股数量仍为383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3% ， 购买的
最高价为5.2元/股，最低价为5.02元/股，
支付总金额约为1973.96万元。

皖通科技
签订6659万合同
皖通科技 （002331）4日公告，5月3
日， 公司收到安徽高速公路控股发出的
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监控收费通信系统
M Q - JD 01合同段的施工合同协议书。合
同总金额为6659万元。工期：7个月。

长海股份
股东减持139.83万股
长海股份 （300196）4日公告，5月3
日， 公司收到江苏高晋减持公司股份的
告知函。 江苏高晋于4月2日至5月2日期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139.83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 。本次减持后
仍持有公司4.98% 股份。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蓬勃 刘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