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责编 许媛 美编 陈亦乐 校对 田仲蓉

财经·证券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07

福能东方公告截图

将“临时”写成“临死”，输入法
可不背锅。

文字错漏背后，是上市公司和
中介机构对信披工作的不谨慎和
不负责。

记者注意到，错别字、单位错
漏等问题，是上市公司信披中的常
见问题。

和而泰在出现上述信披问题后，
不久便进行了修正。不过，相同的错
误，洲明科技、中航重机、福能东方
（彼时证券简称“智慧松德”）等上市
公司也曾犯过，且至今仍未修正。

如，福能东方在2018年半年报
中，将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写作了
第二次“临死”股东大会。

2021年4月28日，洲明科技发
布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21年4
月）》公告中，将临时公告写成了

“临死”公告。
中航重机则是在2021年3月23

日发布的《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中，将临
时会议写成了“临死”会议。

总结来看，上市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在撰写相关材料时，除了“临
时”容易被错写为“临死”，也会容易
将“公募基金”错写为“公墓基金”、

“经纪业务”错写为“经济业务”。
皖能电力发布的2020年年报在

单位上出错，在“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报酬情况”栏，将薪酬单位

“元”误写成“万元”，致使公司全体
高管薪酬高达361亿元（实则361万
元）。

这些容易产生错误的内容，亟
须工作人员认真待之，再三校对。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上市
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绝大部分
是无意造成，有别于信息披露造
假，但是上市公司对于这种低级
错误应当引起重视，否则因该问
题导致信息披露失误或违规，既
对公信力产生影响，也有可能伤
害投资者利益。

从监管的角度，深圳证监局基
于和而泰的信息披露问题表示，今
后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发挥监管合
力，从严监管、压实责任，督促律师
事务所及执业律师不断提升执业
质量和合规意识，为稳步推进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保驾护航。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

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被查近
一月后，招行迎来了新一任行长。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5月19日
下午，招商银行（600036.SH；3968.
HK）发布关于聘任行长的公告，任
命56岁的王良为新任行长。在履行
必要的公司治理程序后，王良将成
为继王世祯、马蔚华、田惠宇之后
的第四任招行行长。

招行聘任王良为行长
加入招行已27年

4月18日，招商银行突发人事
巨震，原行长田惠宇被宣布另有任
用，56岁的老将王良开始主持招行
工作，代行行长之职。

王良出生于1965年12月，在出
任新任行长之前，担任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行长
（主持招商银行工作）兼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

5月19日下午，招商银行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良先生
为招商银行行长的议案》，同意聘
任王良为招商银行行长，任期自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其行长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良是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
行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加入招行之前，王良于1991年
至1995年在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
公司工作。1995年6月，王良加入招
商银行北京分行，距今已有27年。
1995年6月至2001年10月，王良历任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展览路支行、东
三环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行长、

北京分行风险控制部总经理。
自2001年10月起，王良先后任

招行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
行长；2012年6月，王良出任招行总
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分行行长；三年
后，王良升任招行副行长，并于
2016年11月兼任招行董事会秘书。

2019年4月起，王良不再兼任
招行董事会秘书，转兼任招行财务
负责人；2019年8月，王良兼任招行
执行董事。2021年8月起，王良任常

务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及香港上市相关事宜之授权代表。

除了在招行任职之外，王良还
有着颇多头衔。公开资料显示，王良
兼任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会长、中
国银保监会数据治理高层指导协调
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业协会中间
业务专业委员会第四届主任、中国
金融会计学会第六届常务理事。

招行股价大跌
王良曾称“非常着急”

因原行长田惠宇被查，招商银
行一度陷入“舆论漩涡”，也受到了
资本市场的质疑。

4月18日当天，招商银行股价
一度跌停。至4月25日，招行召开线
上 业 绩 交 流 会 ，期 间 股 价 大 跌
17.08%，市值蒸发约454亿元。

面对股价大跌，王良表示非常
着急，已与投资者深入沟通交流。
王良当场表态，对招行的未来，不
仅在于充满信心，也因为招行奠定
了更强大发展的基础，包括业务基
础、客户基础、管理基础，可以支撑
走得更长远，值得投资者放心。

招商银行的战略会不会发生
动摇、调整、变化，是市场关注的焦
点。王良在4月25日的线上交流会
上表示，招商银行的战略非常清
晰、坚定。

招商银行从2004年开始就确立
了以“零售银行”业务为主的发展战
略，到2014年提出“轻型银行”的战
略，去年又提出“大财富管理的价值
循环链”为核心的3.0经营模式。

王良表示，这些都是一脉相
承、与时俱进的，都是在零售银行
战略基础上的不断提升和深化。目
前零售银行业务已经成为招行的
压舱石，成为业务的半壁江山，无
论是规模、收入、利润、品牌都给招
行带来巨大的贡献。

王良表示，下一步，招行管理
层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做好战略的
实施，保持战略执行的不偏移、不
动摇。

5月19日，招商银行A股股价下
跌1.22%，收报38.03元/股，总市值
9591.11亿元；招商银行港股下跌
2.97%，收报45.75港元/股，总市值
1.15万亿港元。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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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事律所中伦
资本市场赫赫有名

服务343家A股上市公司，客户中有多家千亿巨头

“临 死 股 东 大 会”震 惊 全 网 ，警 示 函 来 了 ！

本次闹出乌龙的中伦律所，
在资本市场上存在感很强。它的
名字曾多次出现在上市公司公
告中，为不少上市公司担任法律
顾问。

Wind数据显示，在4810家A
股上市公司中，由中伦律所担任
法律顾问的上市公司为343家（包
含其地方分部），占比为7%；由中
伦律所担任首发经办律所的上市
公司为284家，占比约6%。中伦律
所的客户中，也不乏高市值公司
或行业龙头，其中市值超千亿（截
至5月18日收盘）的包括比亚迪、
隆基绿能、长城汽车、三峡能源、
万泰生物、中国核电、天齐锂业、
紫光国微、海大集团、长安汽车。

官网显示，中伦律所创立于
1993年，经过数年快速、稳健的
发展壮大，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也是
国内八大红圈律所之一。如今，
中伦律所拥有包括390余位权益
合伙人在内的2400余名专业人
士，办公室分布在北京、上海、深
圳、广州、武汉、成都、重庆、青
岛、杭州、南京、海口、东京等18

个城市，业务范围遍及全球60多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24个业务领
域、19个行业领域。

资本市场第一例由律师写
的《招股书》由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撰写。

富创精密《招股书》显示，其
撰写及验证笔录编制律师共5
人，分别是唐周俊、顾平宽、慕景
丽、苏付磊、刘允豪。中伦律师事
务所官网显示，唐周俊、顾平宽、
慕景丽均是律所合伙人。其中，
唐周俊还在今年11月被聘任为
北交所首届上市委委员和首届
重组委委员。

此前招股书一般由保荐机
构代写，富创精密为首例律师
参与招股书撰写的IPO项目，目
前该公司已于2022年5月5日成
功过会。证监会在《关于进一步
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中提出，要完善规则，明
确责任，强化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准确性、充分性和完整性。
其中还明确提到，提倡和鼓励
具备条件的律师事务所撰写招
股说明书。

■ 本次中伦
律所的文字错误，
在其他上市公司
身上也曾出现过，
只不过隐藏在公
告正文的角落，不
容易被发现。

昨日凌晨美股又大跌了，纳
指大跌4.73%。

昨天的 A 股强不强，美股反
衬一下就知道了。纵观昨天的市
场，出现了3个积极信号：

首先就是北上资金流入。要
知道这是在外围市场大跌的情况
下，北上资金还能回补A股仓位，
全天都是一个净流入情况，足见
其对于A股的看好。

其次是跌停个股数量减少。
两市跌停个股数量只有 5 只，跌
幅超过 5%的个股不足 30 家，这
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场内筹
码锁定良好。

第三是连板股的修复。5 月
11 日 A 股也是在美股大跌的情
况下迎来逆市上涨，但当时市场
不少高标股已是强弩之末，分歧
不可避免。而今，连板股在被高标
股带崩之后，终于又迎来了修复。

绝大多数板块的热点龙头股
都实现了连板晋级，索菱股份打出
新的7连板高度，其后的梯度保持
得也不错，前天两连板的个股，六成
实现了连板，这在这几天里还是第
一次出现。说明资金的情绪很好。

至于对个股基本面研究深
的，有预期能够反转的，想中长期
持股也没什么问题。还是那句话，
做符合自己规则的交易，这样对
错都有依据。

总结一下，这段时间 A 股相
较于美股确实是比较强的，但也
不要一下子就把预期打得太满，
谨慎乐观就好。指数也是在区间
内的窄幅震荡，没突破也没变盘，
说不定还得磨呢。

多也好，空也罢，重要的是我
们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客
观看待市场的方法。千言万语汇
成一句话：按规则交易。（张道达）

妇炎洁恶俗广告受批评
仁和集团董事长回应

妇炎洁恶俗广告事件接连3
日登上微博热搜，其背后上市公
司仁和药业（000650.SZ）也受到
舆论关注。

5月19日，仁和药业一名工作
人员对红星资本局回应称：“针对
这个事情，产品已经下架了，我们
内部正在彻查。”

据澎湃新闻报道，19日下
午，仁和药业控股股东仁和集团
董事长杨文龙回复媒体称，现在
公司高度重视这件事，也在全力
配合，“刚刚我们也专门开会，要
求运营部门尽快处理”。当问及
处理具体结果，杨文龙表示，（仁
和）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具体情
况他并不清楚。

截至5月19日收盘，仁和药业
收跌0.33%，报6元/股，总市值84
亿元，已连续3日收跌

妇炎洁广告被猛烈批评

近日，妇炎洁一款女性用品
的广告用词猎奇且不堪，被广大
消费者批评，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中国妇女报发布评论：“赚女
性的钱，还不尊重女性？！要想立
足这个市场，首先要尊重自己的
顾客，而不是走歪路，以一种猎
奇、低俗的心态去钻营。”

多家媒体报道称，江西省樟
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
示，已收到省级转办函，非常重
视，交由执法大队后将立案调查。

5月19日，红星资本局联系到
仁和药业客服，客服称：“针对这
个事情，产品已经下架了，我们内
部正在彻查。”

90后董事长刚上任不久

妇炎洁系列产品为上市公司
仁和药业旗下产品。目前，公司控
股股东为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
司，实控人为杨文龙。最新数据显
示，杨文龙家族2021年财富为125
亿元。

今年3月，仁和药业刚刚经
历一波高管变动。杨文龙之子杨
潇被提名选举为仁和药业新任
董事长。

杨潇1990年出生，与杨文龙
为一致行动人，此前任仁和药业
董事、大健康销售总监职务。

据仁和药业2021年报，杨潇
持 股 7680.25 万 股 ，占 总 股 本
5.49%，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杨文龙的另一创业品牌——
数字健康医疗平台叮当快药，今
年3月再次向港交所提供招股书
谋求上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5 月 16 日 晚 间 ，和 而 泰
（002402.SZ）一 则 标 题 为
“2022年第一次临死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的公告引起舆论哗
然。误将“临时”写成“临死”，这一
低级错误让出具该法律意见书的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中伦（深圳）律所）成为
众矢之的，被质疑执业水平。“临
死股东大会”这一词条还一度登
上微博热搜。

5月18日晚间，这一事件公布
了处理结果，北京市中伦（深圳）律
师事务所被责令改正，三名律师被
出具警示函。记者注意到，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律
所，中伦（深圳）律所为其分所）创
立于1993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记者用Wind统计发现，在
4810家A股上市公司中，由中伦
律所担任法律顾问的上市公司为
343家，占比为7%；由中伦律所
担任首发经办律所的上市公司为
284家，占比约6%。

■ 误将“临时”写成“临
死”，这一低级错误让为和而泰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水平
被质疑。5月18日晚间，北京市
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被责令
改正，三名律师被出具警示函。

■ 本次闹出乌龙的中
伦律所，在资本市场上并非
陌生的面孔。它为343家上
市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参与
了284家公司的IPO业务，
它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上市
公司公告中。

5月16日，和而泰一份题为《北
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和而泰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惨遭吃瓜群众围
观，原因竟然是：该公告在标题部
分将“临时股东大会”写成了“临死
股东大会”。

对此，和而泰证券部工作人员
对媒体表示，“他们这个地方写错
了，公司已撤回修改”。记者注意
到，16日晚间20：01，和而泰重新发
布了该份公告，对上述错误的标题
作了修改。

5月18日晚间，深圳证监局官
网披露两则涉及中伦律所的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
书）。

决定书指出，根据相关规定，
深圳证监局对中伦（深圳）律所就
和而泰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出具法律意见书业务进行了专
项检查。经查，中伦（深圳）律所内
核指引要求法律意见书披露之日
起7日内将相关文件报内核部门
进行质控审核，中伦（深圳）律所
在出具上述法律意见书过程中，
存在事后编制核查验证计划并报

送质控内核、法律意见书存在严
重文字错误、律师见证股东大会
召开过程不完整等问题，违反有
关规定。

对此，深圳证监局决定对中伦
（深圳）律所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
措施，要求其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
关制度，进一步加强出具法律意见
书的流程管控，切实提高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质量。

决定书还显示，赖继红、刘方
誉、庄颖分别作为中伦（深圳）律
所负责人、经办律师在上述法律
意见书签字，赖继红还作为负责
人审批同意上述法律意见书，刘
方誉、庄颖作为经办律师起草上
述法律意见书、到现场见证股东
大会，对上述相关违规行为负有
主要责任。深圳证监局决定对赖
继红、刘方誉、庄颖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监管措施。

深圳证监局评论道，作为资
本市场重要“看门人”，律师事务
所及执业律师应当勤勉尽责、认
真履职，提供专业、审慎的法律服
务，推动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质量。

一则公告引爆舆论
中伦律所被采取监管措施

服务343家A股公司
其中有10家千亿巨头

中航重机公告截图

新 闻 观 察

误用临死 元写成万元
多家A股公司信披出错

招商银行迎来第四任行长
老将王良将带领招行走向何方

三个积极信号出现

王良 图据招商银行官网

洲明科技公告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