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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洪涛股份主营
为建筑装饰，但公司对职业教育
颇为偏爱。

早在2014年，洪涛股份便提
出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未来第二
主业的重要战略。在2014年下半
年经营计划中，公司称将大力推
动中装新网各项业务发展，并把
中装新网职业教育业务作为优先
发展战略。继续关注与中装新网
有协同效应和互补作用的标的，
逐步形成企业在线上线下职业培

训领域内的综合服务能力。
从实际行动来看，公司也的确

在这样做。2015年3月，洪涛股份宣
布收购尚学跨考教育70%股权。跨
考教育专注于考研培训领域，致力
于为大学生提供高端学历与职业
提升整体解决方案。2015年9月，洪
涛股份公告收购金英杰教育20%股
权并增资扩股。金英杰教育提供医
学教育和司法教育培训。同期，公
司宣布收购学尔森文化85%股权。
学尔森文化主要培训业务是一级、

二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等线上、
线下考前培训。2015年11月，洪涛
股份宣布设立前海教育，打造公司
发展职业教育的平台。

通过持续的布局，职业教育
板块对洪涛股份的业绩影响力也
逐渐攀升。2015年，公司职业教育
业务的收入为1.19亿元，占公司营
收比例为3.96%；2016年，公司职
业教育业务的收入为2.77亿元，占
公司营收比例为9.64%。

（每日经济新闻）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据深交所公告，金盾股份
（300411。SZ）自1月31日开市
起停牌。记者注意到，据上虞
新闻网报道，1月30日下午5时
许，上虞公安110指挥中心接
警，一周姓男子在上虞国际大
酒店坠楼身亡。经记者多方求
证确认，该男子为金盾股份董
事长周建灿。

资料显示，金盾股份位于
绍兴市上虞区章镇工业园区，
是一家专业从事地铁、隧道、核
电、船用、民用与工业等领域风
机、消声器、风阀等通风系统装
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从
上市公司经营来看，金盾股份
依然保持不错的营收利润。1月
31日记者前往公司实地采访了
解，公司层面表示，董事长周建
灿坠楼身亡原因仍在调查中，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未受影响。

旗下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1月31日上午，记者驱车
来到位于绍兴市上虞区章镇
镇工业区内的金盾股份。或许
因为远离居民区，公司外部鲜
有人员走动，大门紧闭，同时
一名门卫在出口处询问各类
进出车辆。

记者上前表明采访意图
后，门卫表示领导特别交代，外
来人员需打通公司高管电话确
认后，才能放行。记者现场联系
公司董秘，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而公司总经理王淼根在接通电
话后表示，并不清楚董事长周
建灿坠楼身亡的原因，警方仍
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记者又前往位于上虞小越
镇的金盾股份母公司金盾控股
集团。集团门卫同样表示，需要
联系到集团领导才能放行。记
者随后致电集团公开电话及办
公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不过，在金盾集团门外等
待期间，记者遇到疑似公司债
权方人员。多名人士在沟通中
表示己方与金盾控股及金盾股
份等企业存在债务往来，听说
公司董事长出事后第一时间赶
来了解。不过，具体情况对方不
愿透露。

资料显示，周建灿生于1963
年5月，为浙江绍兴上虞人，现任
金盾股份董事长。1月19日，金盾
股份刚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
举。周建灿被选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3年。同时，其
子周纯首次进入公司董事会。值
得一提的是，当日周建灿却因工
作原因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股份多被质押

伴随周建灿的突然坠楼身
亡，关于金盾集团是否存在巨
额债务的传言在网上流传。记
者也从多方渠道了解到，近日
周建灿本人资金链似乎确实处
于吃紧状态。一名接近金盾集
团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近
年来集团对外扩张的需求，周
建灿一直在寻求多样化的融资
渠道，包括上市公司股权也多
数被质押。

金盾股份2017年11月的一
份公告显示，周建灿、周纯父子
分别持有公司19.72%、6.53%股
份。周建灿累计质押3440万股，
占所持有股份的66.20%，占公
司总股本13.05%；周纯质押
99.88%的所持股票。截至今年1
月19日，周建灿及其一致行动
人周纯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5160 万 股 ，占 持 有 股 份 的
74.58%，占公司股份19.58%。其
中，2017年10月9日到10月16日
期间，周建灿和周纯将合计所
持2700万股份质押给4家机构，
用途为担保。

记者注意到，在周建灿坠
楼身亡前一晚，金盾股份发布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预计
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531万元~9384.1万
元，同比增长100%~120%。对于
业绩预告下调的原因，金盾股
份解释称，公司于2017年10月
完成了对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
公司的并购重组，其中江阴市
中强科技有限公司原预测11
月、12月共贡献利润5000万元~
6700万元，但受其招标工作延
期的影响，中强科技业绩比预
期下降3000万元~4700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

金盾股份董事长坠楼身亡
生前多数股份质押担保

洪涛股份拟作价5.1亿元
收购新概念教育

该公司揽入新概念教育控股权，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有望“曲线上市”

2015年3月，洪涛股份收
购尚学跨考教育70%股权；
2015年9月，收购金英杰教育
20%股权并增资扩股；同期，
收购学尔森文化85%股权
……通过持续布局，职业教育
板块对洪涛股份的业绩影响
力也逐渐攀升。

洪涛股份（002325，SZ）针对职业教育的布局仍在持续。公司1月30日晚间公告称，拟作价约5.1亿
元收购四川新概念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概念教育）51%股权，进而控制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记者
注意到，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是一所民办高职院校，上述交易有望让这所高职院校“曲线”登陆A股市场。

根据洪涛股份公告，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资产
收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润生教育、和瑞科技和鸿威科
技分别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前海教育
收购新概念教育51%股权事宜达
成意向性约定。上述交易对价暂
估5.1亿元。

资料显示，新概念教育成立
于2002年8月，注册资本2600万
元，注册地址位于成都市锦江区
狮子山路3号四川师范大学体育
馆内。根据天眼查提供的资料，润
生教育为新概念教育第一大股
东；此外，四川师范大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四川树德教育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鸿威科技等均是其
股东。

事实上，新概念教育全资控
股四川城市职业学院。通过上述
交易，洪涛股份可以将四川城市
职业学院揽入怀中。

据公告介绍，四川城市职
业学院位于成都市，是一所经
四川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
的 全 日 制 综 合 性 普 通 高 等 学
校。该校于2008年4月在四川师
范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四川师
范大学外事学院办学基础上组
建而成。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设
有建筑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等6个分院，土木建筑类、财
经商贸类等10个专业大类、45
个在校生专业，全日制在校生
共1.4万多名。据四川城市职业
学院官网称，其已形成价值10
亿多元的优质办学资产。

对于这笔交易，洪涛股份表
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强调促进和规范民办教育
发展，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
域，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发展
的渠道和范围。此次收购是公司
部署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可以
推进公司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业务
布局，拓展公司职业教育前端学
历教育。

看上高职院校控制权
拟作价5.1亿收购新概念教育

持续布局职业教育
将职业教育作为第二主业

洪涛股份公告称，拟作价
约5.1亿元收购四川新概念教
育投资有限公司51%股权。事
实上，新概念教育全资控股四
川城市职业学院。通过上述交
易，洪涛股份可以将四川城市
职业学院揽入怀中。

收购
协议

持续
布局

昨天是1月最后一个交易
日，上证指数下跌7.18点，以
3480.83点报收。虽然大盘跌得
不多，但市场的“寒意”，却是新
年以来最强的一天。

因为昨天两市共有超过百
只个股跌停，也是2018年来首
次出现这么多的个股跌停。而
跌停个股的背后，大多是遭遇
业绩“地雷”的个股。看来，这年
头A股靠讲故事这一套，是行
不通了。

昨天，在“道达号（微信号：
daoda1997）”的早评中，达哥提
醒各位网友“一大波预亏公告
来袭，A股进入比惨模式”。而
最奇葩的当属獐子岛，公司的
扇贝又跑了。2014年，獐子岛就
出过这种事情，当时也是因为
几乎同样的原因，导致公司亏
损8个亿，成为当年市场有名的

“黑天鹅”事件。同样的事情，竟
然几年内就出了两次，“扇贝跑
了”，或许也将成为A股市场永
远的梗。

面对那么多公司的业绩
“地雷”，A股市场昨天犹如布了
个“地雷阵”，而这些公司也基
本毫无悬念地出现跌停。唯一
例外的是石化油服，虽然预亏

超过百亿，昨天没有跌停。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还有

一些前期讲故事的公司，也遭
遇跌停。如区块链板块的安妮
股份跌停。而跌停原因，依然是
发布了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
司的2017年业绩虽然是盈利，
但业绩未能达到预期。此外，还
有前两天炒得非常热闹的海南
板块，昨天也出现大面积跌停。

我个人总结了一下，昨天这
么多个股跌停，其实是告诉我
们，如果没有业绩实实在在的支
撑，仅靠讲故事的话，那么还是
不会得到当前市场的认可的。

现在的市场，究竟认可什
么？昨天，银行股没有跌，保险
股没有跌，家电股没有跌，白酒
股也没有跌，白马股多数都很
抗跌。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这
些白马股是有业绩保障的，自
然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为什
么白马股能够获得市场的认
可，因为这些公司很多都讲不
出故事来，除了业绩什么都没
有。所以，没有了故事，爆发“地
雷”的概率也就大大降低，那么
自然就能获得认可了。昨天，上
证50指数逆势上涨1.22%，创业
板指数却出现2.66%的下跌，就
已经说明问题了。 （张道达）

延迟交付致业绩下滑

谁也不曾想到，2017年的一
只白马股在2018年年初给投资者
开了一个“大玩笑”。1月31日，海
能达发布业绩修正公告，表示其
2017年全年实现净利润为2.5亿元
至 3 亿 元 ，同 比 下 滑 25.34% 至
37.78%。

记者注意到，在2017年三季
报，海能达曾预测2017年全年可
实现净利润5亿元至7亿元。此番
业绩修正，净利润变更最大额超
过4亿元，可谓大幅“变脸”。

对此，海能达表示，业绩修正
的原因是公司部分订单的交付出
现延迟，预计出现延迟的订单金
额合计约5亿元。截至公告日，上
述出现延迟的订单中约3.5亿元已
完成交付。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海能
达询问，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延迟订单已
有3.5亿元交付，将会体现在一季
度业绩中。由于交付时间过了
2017年度，所以没能记在2017年，
导致业绩出现下滑。”

记者还发现，在海能达此次
业绩变脸前，2017年12月还发生
过一件高管离职的事件。

2017年12月12日，海能达公

告称，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收
到公司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张钜的书面辞
职申请报告。张钜因“追寻心中
梦想”这一原因申请辞职，同时
一并辞去的还有其担任的公司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张钜
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
发布元老张钜的离职公告当日，
海能达的股价跌幅达4.79%。而
截至2018年1月31日，海能达1个
多月股价累计跌幅已达到30%，
市场表现持续低迷。

港资持续增持被套

由于2017年业绩预测出现
大幅变动，海能达在1月31日股
价毫无悬念地“一字板”跌停，截
至收盘，还有4216万股卖单封住
跌停板。

记者发现，去年三季度，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股通）持股
仅为1854.52万股。而根据港交所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日，香
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股通）持
有海能达股份已经增加到1亿股，
持股市值为13.75亿元。随着海能
达1月31日“一字板”跌停，港资单

日的市值浮亏就达1.375亿元。
同时，记者还发现，在2017年

11月中旬，中信建投国际曾发布
一则篇幅达21页，关于海能达的
英文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中指
出，海能达已经为未来两年的强
劲增长做好了准备，预测海能达
在2017年、2018年的收入为54亿
元人民币和77亿元人民币，给予

“买入”评级。
根据港交所的数据披露，截

至2017年10月31日，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陆股通）持有海能达
股份为5223.94万股，较三季度增
加不足3500万股。而到了11月30
日，港资持有海能达股份已达
9006.07万股，单月净增持股份超
过3500万股。

不难看出，在2017年的10月
和11月，海能达发布三季报以及
券商大力推崇时，港资连续加码
海能达。从目前其股价走势来看，
港资已被套其中。

“这公司以前关注过，确实不
错，现在没怎么关注。单从技术形
态来分析，公司股价其实早已破
位了。经过连续几年股价上行，海
能达估值也存在高估。在当前A股
投资环境下，感觉海能达的投资
风险高于机会吧。”深圳一位不愿
具名的私募经理向记者表示。

白马股摇身变“地雷”
海能达业绩变脸套住港资1亿股

当白马股出现业绩“地雷”，2017年在股市风生水起的港资也被套其中。1月31日，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
修正预告，在众多业绩“变脸”行列中，出现了一只白马股的身影——海能达。海能达曾于2017年三季报预计年
度净利润上限达7亿元，如今却修正为不超过3亿元，而这一“腰斩”的业绩预测修正也令海能达股价在1月31日
“一字”跌停。记者注意到，海能达股价下跌也让持续买入持有1亿股、崇尚价值投资的港资感受到被套的苦恼。

一月A股行情收官
讲故事的全趴下了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六连冠”，中信建投通信行
业团队首席分析师武超则近年来可谓风光无限，在
业界地位仅次于创下“七连冠”纪录的赵晓光。然而
据记者调查，在武超则的优秀评价背后，她却屡次

“踩雷”。继ST慧球、港股的科通芯城后，她又在海能
达这只最欣赏的个股上“摔”了个大跟斗。

“预计2017年至2018年公司实现收入60亿元、
93亿元，实现净利润5.5亿元、9.7亿元，给予‘买入’
评级，请投资者重点关注。”这是2018年1月15日，
海能达业绩修正公告发布前半个月，武超则的一
篇题为《中标首个第三代融合指挥中心项目，切入
千亿级专网新市场》研报的结尾语。在这一研报发
布的第二天，海能达股价出现重挫，大跌6.73%。而
半个月后的1月31日，海能达的一则业绩修正公
告，再一次将股价打入谷底，“一字板”跌停，报收
12.38元，创出近一年来的股价新低。

记者发现，武超则“踩雷”已不是新鲜事。2017
年4月底，她发布了关于港股科通芯城的研报，文
中其预测科通芯城2017年净利润为6.7亿元，给予

“增持”评级，6个月目标价为14.22港元。然而该研
报发布近一个月后，科通芯城遭遇股价跳水。目
前，科通芯城股价依旧未能站上5港元，与其当时
给予的6个月目标价14.22港元相差甚远……

（每日经济新闻）

“最欣赏海能达”
最佳分析师又“踩雷”

新 闻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