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亚科技

控股股东持股追加锁定1年

金亚科技（300028）18日公告，公

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旭辉的

承诺函， 承诺对其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份追加锁定一年。目前，周旭辉持

有公司股份7199.28万股。

*ST金顶

重整计划获乐山中院批准

*ST金顶（600678）18日公告，乐

山中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的 《民

事裁定书》，批准公司的重整计划，终

止公司的重整程序。 鉴于乐山中院已

经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根据公司

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 请公司债权人

自即日起5日内向公司书面确认清偿

方式并提交相应材料。

鹏博士

中标民生银行10亿元项目

鹏博士（600804）18日公告，公司

成功中标“中国民生银行新数据中心

机房外包服务项目”，预计项目5年金

额为10亿元。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是公司在

金融服务领域的又一次成功拓展。

中华企业

拟向平安信托借款11亿元

中华企业（600675）18日公告，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借款的

议案。 公司拟通过平安信托借款11亿

元，期限2年，年利率10.5% 。公司以自

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并由上海地产

（集团）

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借款资金主要用于杭州章家坝项

目御品湾的开发建设。

广汇能源

子公司拟参与页岩气招标

广汇能源（600256）18日公告，公

司同意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石油参与

国土资源部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出让工

作。 广汇石油具备独立或者合作从事

矿产勘查资质，符合投标人资格条件。

其将作为公司授权的唯一投标主体参

与招标活动。 公司董事会授权广汇石

油， 决定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10%额度以内的页岩

气投资开发活动。

国联水产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国联水产（300094）18日公告，公

司于9月17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董事长李忠的通知，其于9月13日和14

日增持公司股份21.5万股， 平均价格

为5.47元。本次增持后，李忠将继续按

照原定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 （

自

8

月

1

日算起）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100

万股，不超过300万股。

中国铁建

中标两工程项目

中国铁建（601186）18日公告，公

司两子公司近日分别中标江苏省苏州

市南环快速路西延二期工程（

吴中区

段）

和四川省成都市金融总部商务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红星路南延线段，

两项目中标价合计约为26.37亿元，约

占公司2011年营业收入的0.58% 。

成都商报记者 王海慜 曾剑

昨日，两市股指均大幅下挫，盘面热

点乏善可陈。龙虎榜显示，有机构专用席位

现身中航精机 （002013） 和中恒集团

（600252），净卖出金额均超1.5亿元。

机构借利好出货中航精机

昨日最吸引投资者目光的应属中航精

机， 因为这是一只曾经的 “王亚伟概念

股”，并“演绎”过9连板的走势，在非ST股

票中，也算屈指可数。

中航精机9月16日晚公告，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获证监会无条件通过。 昨日公

司股票复牌，早盘以涨停开盘，中间虽有短

暂打开，但截至收盘，该股还是牢牢封住涨

停板。数据显示，昨日该股成交3.44亿元，

换手率达11.53% 。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昨日中航精机强

势涨停，但从龙虎榜数据看，昨日卖出榜前

五名清一色为机构，合计卖出金额高达1.71

亿元，占该股昨日总成交额的半壁江山。而

买入前五名则全部为营业部， 合计买入金

额只有6796万元，显然，卖方实力更强大。

那么，这些机构资金又会是谁呢？从最

新的半年报数据看， 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

中挤满了社保、私募、公募等机构。如果按

照昨日最高价14.26元计算，上述五大机构

席位分别卖出375万股、328万股、259万股、

151万股和90万股。比照半年报看，除了大

股东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外， 持股数超过

300万股的只有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

持有

320

万股

）和厦门国际信托———聚宝

一号集合资金信托（

持有

305.98

万股

）。有

分析人士认为，极有可能社保、私募等昨日

借利好兑现而逢高出局。

中恒集团遭机构甩卖几乎跌停

昨日， 同样遭遇机构大额净卖出的中

恒集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公司股价低开

低走，收盘大跌9.89% 。龙虎榜显示，机构资

金出现在“卖一”、“卖二”和“卖五”上，

分别卖出8578万元、5895万元和2219万元，

合计卖出1.67亿元，成为昨日抛售的主力。

而在买入前五名中， 仅有一家机构席位现

身，成交1615万元。

中恒集团因血栓通系列产品此前受

到市场热捧， 成为名噪一时的大牛股，也

被价值投资者视为不可多得的品种。然

而，公司一系列丑闻发酵下，这只大牛股

也日渐衰落，一蹶不振。今年7月9日，上交

所还曾因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及相关责任

人在履行职责方面存在违规事项，对中恒

集团及公司董事长等管理层予以公开谴

责。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杨维波

英国最大的连锁药店联合博姿日前

宣布以5600万英镑（

约合

9085

万美元）

收

购中国南京医药12%的股份。

南京医药与联合博姿16日在南京签

署了收购协议， 结束了长达13个月的谈

判。收购完成后，联合博姿将成为南京医

药第二大股东。

联合博姿执行董事长佩西纳在公

司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合作协议签署

后，双方在医药市场销售领域拥有巨大

的合作潜力。“此次对南京医药的战略

投资是联合博姿在亚洲长远发展的重

要一步。”

南京医药股份公司董事长周耀平表

示， 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放缓的大背景

下，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转型的关键期，

双方的合作有着积极战略意义。

联合博姿是欧洲第二大医药连锁零

售商，2008年通过同广州医药公司成立

合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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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股王”卷土重来

据邓菲特提供的一张名片显示， 邓菲

特的身份为“香港大唐帝国金融集团”董

事局主席。邓解释说，自己原名邓佐松，因

自己曾师从美国股王巴菲特， 所以后来改

名为邓菲特。

此外， 邓菲特的另一个具有历史厚重

感的身份也格外引人关注，名片中称，邓菲

特是南唐中宗李璟第39代嫡系子孙， 因南

唐后主李煜写词得罪宋帝， 其弟李从镒离

京改李姓邓而来。从介绍上来看，这可能也

是他近日成立的“大唐帝国金融集团”的

名称来由。

邓菲特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并

非这个磅礴大气的金融集团董事局主席身

份，而是他对外公开声称此次重出江湖，带

来8000亿元海外资金，准备抄底中国股市。

如果邓菲特所言属实， 不亚于在中国资本

市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

8000亿资金从何而来？现在何处？邓菲

特将以何种方式杀入股市抄底？ 为何要这

般高调张扬？面对记者的质疑，邓菲特始终

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应。

个人经历矛盾重重

邓菲特告诉记者，“股市有时候也需

要这种‘大气磅礴’。”他继续说道，“在中

国这个行业里面， 有些人喜欢看这些噱头

的东西，有适度的包装那也正常。”不过邓

菲特坦承，自己新成立的“香港大唐帝国

金融集团”还没有接到任何业务。随后，邓

菲特就向记者讲述了他“真实的经历”。

据邓菲特介绍，自己从1992年就开始操

盘， 在香港新鸿基做过外汇期货；1993年在

珠海中期当副总经理；1994年在一家上市公

司操盘，还曾在广州联合期货交易所当过红

马甲。 他说，1995年自己是中农信珠海公司

投资总监，“那时还是赚了钱的”。但是这些

经历与“香港大唐帝国金融集团”公司网站

所提供的信息明显不符， 该公司网站介绍

说，“邓菲特1991到1997年， 曾边读书边在

美国量子基金实习， 师从国际金融大师乔

治，后与深圳君安证券———君安资产管理公

司康小阳副总经理策划股票项目。”

曾被指敛财上千万

十年前，被称为“中国股王”的邓菲特

曾经名噪一时。而让他“火”起来的是一本

他自称为“2002年天下第一奇书”的《中

国股王》。 邓菲特称此书是号召6000万股

民科学炒股。

但是不久，《中国股王》一书就被指抄

袭，《证券市场周刊》也对邓菲特传奇身份

和所谓的“股市神话”提出了质疑。媒体报

道后，如梦初醒的网民纷纷拍案而起。2003

年8月20日， 长达8页的举报邓菲特诈骗的

材料被传送到了北京市朝阳区刑警支队与

深圳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处。

举报人赵阳表示， 邓菲特的《中国股

王》一书是抄袭一个名为《天辅赢家》股市

专栏，而自己才是《天辅赢家》的设立人之

一。 除了抄袭，2003年邓菲特还发表大量吹

嘘自己的文章，并公开招收会员。有网友在

网上爆料，有人已被骗去100多万。此外，还

有消息称， 据估计邓已经敛财上千万元。此

后，邓菲特销声匿迹了10年。

国际金融报

携8000亿资金抄底A股？

“中国股王”实为“超级忽悠”

股王邓菲特回来了，还

带着8000亿元天量巨资。

十年前， 邓菲特因抄袭炮制

《中国股王》忽悠股民，被公

安机关立案调查， 随后销声

匿迹。时隔十年之后，“中国

股王” 邓菲特再次现身。记

者日前辗转联系上这位“超

级股神”， 却发现其依然是

个“超级忽悠”。当被追问及

8000亿元资本是如何获得

的时候， 邓的回答出乎了记

者的意料，他说：“想要自己

包装就这样说说而已。”

A股市场的酒类公司中，融资总规模

最大的是谁 ？ 答 案 不 是 洋 河 股 份

（002304）和贵州茅台（600519）这两家

上千亿市值的白酒公司， 也不是青岛啤

酒（600600）这样的A + H 公司，而是燕京

啤酒（000729）。自上市以来，燕京啤酒

合计融资规模超过50亿元， 加上本次的

约26亿元的再融资，合计将超过80亿元。

6轮融资揽资超50亿

1997年6月， 燕京啤酒成功以7.34元

的价格， 发行8000万股A股， 募集资金

5.872亿元。由此，也开启了燕京啤酒在A

股市场创下酒类行业融资记录的旅程。成

都商报记者发现，燕京啤酒的融资额呈火

箭式上升，融资总金额直逼80亿大关。

上市第二年， 燕京啤酒通过向全体

股东以9.2元/股实施 “10配2股”， 募集

8.27亿元。

2000年， 燕京啤酒进行了第二次再

融资，通过向全体股东实时“10配3股”，

配股价9.3元/股，募集资金10.53亿元。

上市5年后的2002年10月，燕京啤酒

以可转债的方式融资7亿元，完成了上市

之后的第三轮再融资。

2008年12月， 燕京啤酒完成了上市

后的第四轮再融资， 此次通过定向增发

以10.2元/股的价格，发行1.1亿股，募集

资金11.22亿元。

2010年10月， 燕京啤酒再次通过可

转债的方式募集资金11.3亿元。

至此， 燕京啤酒通过IPO 和5轮再融

资，募集54.19亿元，超越洋河股份，成为

A股酒类公司融资总额的老大。

然而， 燕京啤酒再融资的步伐并未

就此停止，相反的，却是再度“狮子大开

口”。

2012年9月，燕京啤酒再抛一份再融

资方案，拟募集不超过26.2亿元。如果未

来方案被实施， 那么燕京啤酒将成为首

只融资总金额超过80亿元的酒类公司。

分红仅占融资额的38.25%

����不断向资本市场伸手要钱的同时，

燕京啤酒给予投资者的现金分红仅占融

资额的38.25% 。

据同花顺IFIN D 统计，燕京啤酒上市

至今，累计分红20.73亿元，相当于公司总

融资金额的38.25% ，如果融资26.2亿元的

融资计划完成，这一比例将下降至25% 。

另外， 燕京啤酒近两年二级市场的

股价，也十分不理想。自2010年4月创出

阶段性新高11.66元（

前复权

）后，震荡走

低，昨日报收于5.68元，已遭腰斩。在全部

酒类公司中，股价排名倒数第二。

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燕京啤

酒在2011年实施了 “10转10派2.1 （

含

税

）”的利润分配方案，但除权当日燕京

啤酒收于7.78元，除权后，燕京啤酒一路

走低，按照昨日的收盘价计算，较除权首

日的收盘价已跌去近3成。

而上一次再融资时发行的燕京转债

（126729）的价格也是持续走弱，昨日报

收在102.5元， 较上市首日最高的150元，

下跌近50元。如果继续下跌，有可能跌破

100元的面值。

成都商报记者 毛晋楠

融资规模A股酒类公司第一

燕京啤酒

拟再融26亿

邓菲特

中航精机、中恒集团昨遭机构甩卖

英国最大连锁药店收购南京医药12%股份

燕京啤酒历年来融资情况一览

年份 融资方式 融资金额（亿元）

1997

年

IPO 5.872

1998

年 配股

8.270

2000

年 配股

10.530

2002

年 可转债

7.000

2008

年 定增

11.220

2010

年 可转债

11.300

2012

年 （拟）公开增发

26.200

公司简讯

招聘
提示:根据有关部门规定,用工单
位不得收取求职者任何费用,如有
违规,求职者可向劳动部门投诉
●招聘空调安装维修工87605167

求 职
●自带宝来车求职13982286461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08005598

摄影培训
●博瑞摄影培训87799557

空调修移

家电维修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4597190

全自动麻将桌
●扑麻全能定位器13551350444

●扑克机麻新方法18782444417
●四口机科技打成18200201868

月饼券回收
●优价收售月饼券18990317671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85062260申港超低租66567798
●安利全新中高档轿车87651396
●田氏租车85133111★84510888

装饰装修
●消防咨询施工13111866119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

石材养护·抛光
●亮丽翻新晶面抛光蜡61377778

清洁公司
●新鸿保洁满意付款87514228★

84376668★83422866★85186977

保洁服务
●净牛专业家庭保洁★87327168
●乐当家85151456毯85171456蜡
●吉祥87678516墙86669716蜡毯

疏通管道
●87762682汽车低掏●85555458
●玉林85566508营门口87676040
●87788955疏管抽掏粪85564088
●玛利管道工专业疏管87308888

疏管掏粪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85434505疏改抽掏粪86650900
●84328318疏管抽掏粪86627168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7544168专业抽掏疏86277444

防水·堵漏
●正规公司不漏付款61360548

●专业屋厕防水电粉刷87383928

搬家公司

●好运低价84446188★84439358

●乐民搬家87743676优85543488

●大发搬85188195空调83288888

●人民85051718空调87776177琴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百顺87766028空调琴86266468

●月月红★180元搬家85181335
●玉龙87326666低83334848空调

●红明搬家84331619优84333310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空调

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周氏灵堂棚86276116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餐厨废旧13709007285

●高收15902878988空调桌椅酒楼
茶楼废旧铜铁铝一切二手货
●收办公桌椅废品15008208779
●收空调桌椅厨具13608071949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89881288

典当行
●人和典当★低息快捷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万豪典当费低快捷87335111

印刷·礼品·喷绘
●全新武藤机写真喷绘86272088

汽车转让
●旅游车带线路转13990417706

●售别克君威商务13880300312

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13881809366拒中介

●13678112098购微货.轻卡中卡

●求购轿车面包车13880530139

●天龙四桥平板13980534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