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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原因：
复星国际发布公告

称，梁信军由于“健康原
因”辞任公司执行董事、
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及薪酬委员会委员。同
日辞职的还有公司执行
董事、高级副总裁丁国
其，理由是“为投入更多
时间于家庭”。两人辞任
后，不会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位。

董事长回应：
郭广昌对梁信军

的离开表示遗憾和不
舍，称25年兄弟情深，梁
信军为复星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郭广昌同
时表示，“复星就像一个
球队，总有些球员需要
休息，总要有新的球员
不断补充进来……复星
永远会是一个有战斗力
的充满新鲜血液的企业
家球队。”

复星集团二把手“裸辞”
新生代管理层闪电亮相

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获悉，成都蜀都川菜产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都川
菜”）发行10亿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PPN”，于2017年3月17日顺利
完成首期发行。这是银行间市场发行
的川菜产业首单PPN。据介绍，本次
发行票面利率为5.5%，将有助于降低
融资成本，助推川菜产业健康发展。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即
“PPN”（Private Publication Notes），
是一种债券市场的创新工具，帮助
非金融企业通过非公开定向发行方
式，在银行间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本次“吃螃蟹”的发行人为蜀都
川菜，是郫都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
公司，主营业务为豆瓣销售业务、管
网使用业务、项目代建、旅游业务和
自来水业务。主打品牌“鹃城牌”豆
瓣，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该笔
PPN发行总额为10亿元，由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主承销商，债券在今年3月17
日已顺利完成首期发行，首期发行额
5亿元，发行价5.5%，期限3+2年。

蜀都川菜发行PPN的意义何
在？相比其他融资有什么优势？据介
绍，PPN具有灵活性高、成本低、保
密性强等特点。与银行贷款相比，通
过PPN融资该类债券期限较长，利
率也比银行贷款有所下浮，能极大
节约企业的融资成本。

浙商银行成都分行成立于2006
年12月18日，是浙商银行在省外设
立的第一家分行，截止2016年年末，
承销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33
只，累计发行额195亿元。

蜀都川菜在近年来规划建设
3.7平方公里的川菜产业食品加工
基地，集中发展调味品、川菜原辅料
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打
造全国唯一的以地方菜系为主导特
色的“中国川菜产业园区”。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昨日宣
布，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水陆
两栖飞机AG600目前正在紧张进行
首飞前的准备，计划在今年上半年
实现陆上首飞。根据计划，AG600在
首飞前还将进行最后一项大型实验
——全机共振实验，随后在今年5月
中下旬迎来地面首飞。据中航工业
通飞华南公司副总经理AG600项目
总工程师王树哲介绍，首飞机组目
前已确定。

据了解，AG600飞机是为满足
我国空中应急救援的迫切需要，首
次研制的大型特种民用飞机，主要
用于森林灭火、水上救援、物资运
输、海洋探测等。AG600飞机最大起
飞重量为53.5吨、机体总长36.9米，
翼展达到38.8米，与波音737、空客
320等干线客机体型大小相当，最大

航程达到4500公里。据统计，全机共
有5万多个结构及系统零部件、近
120万个标准件，98%的结构及系统
零件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全机机载
成品90%为国产产品。

“这个大家伙的‘眼睛’和‘耳
朵’都是成都高新制造。”参与蛟龙
600通信导航系统研制的中电科航
空电子有限公司项目总设计师王焱
滨说。“据了解，目前民用飞机通信
导航系统几乎被国外公司垄断，而
这家坐落在成都高新区的公司，拥
有一支极具实力和经验的民机通信
导航系统自主研发团队，多年来已
陆续承担了C919、蛟龙600等国产
大飞机的通信导航系统研发工作。
此外，该飞机的机头也由中航工业
成飞民机公司制造。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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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置信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码号使用证书（证书编号：川
通局【2005】336号）遗失作废，
特此声明！
●李洋、舒文斌购成都温江千禧河
畔国际社区，A区8栋1单元17层1号
房屋款，成都永昶“地产有限公司
收据，编号0000270，金额61000，
编号0001808，金额124787遗失收
据作废，特此声明

●陈相身份证(51132119820210�
2378）于2017年3月24日遗失。
●四川家有长者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号：510110000022001）
经股东会决议， 已向公司登记机
构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办其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园林
技术专业毕业证陈果，证书编
号129651201406002108毕业证
遗失，声明作废

●蒋文遗失增值税普票（号码：
21704775），特此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厂房租售
●1400平厂库办公13548041888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1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邛崃羊安工业园区26000平米
标准厂房出租13808025258邓

招 商
●转家具工业用地13708080288 ●玉林茶楼寻合作13658098219

游资、机构纷纷撤资

3月29日，走势一直坚挺的次新
股突然集体“崩塌”，股价纷纷重挫。
每经投资宝（微信公众号：mjtzb2）统
计数据发现，次新股29日共有10只
个股跌停，而跌幅超过7%的次新股

数量达89只。
缘 何 一

直震荡走强
的次新股突
然疲软，每经
投资宝（微信
公 众 号 ：
mjtzb2）从 公
开交易数据
中发现，主力
资金纷纷撤
离，是次新股
集体暴跌的
主要原因。

比 如 股
价接近跌停

的高斯贝尔，在其卖出前五大席位
中，第一名便是机构席位，一共卖出
734.53万元，出逃迹象明显。同样，卖
出第四名为国金证券上海互联网营
业部，卖出443.83万元。值得注意的
是，该营业部今年以炒新股闻名，昨
日该营业部除了卖出高斯贝尔外，还
出现在拉芳家化、金银河的卖出席位
中。主力炒作资金的退出，也似乎说
明他们对次新股风险的提防。

每 经 投 资 宝（微 信 公 众 号 ：
mjtzb2）统计数据发现，跌幅过大的次
新股都存在一个特点，那便是动态市
盈率过高。如跌停的亚振家具、麦格
米特、恒锋信息、会畅通讯等次新股，
他们动态市盈率均超过100倍。而其
他跌幅超过7%的次新股，平均动态市
盈率也在80倍左右，价值出现高估。

次新股或正筑顶

广州万隆分析指出，3月29日次
新股板块指数出现了自1月16日以
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在资金疯狂出

逃的相互踩踏下，次新股板块成为
杀跌重灾区，不仅出现了10只跌停
板，更有150只次新股跌幅超过5%。
如此罕见的一幕，不单单只意味着
节后持续超跌反弹，整体涨幅已高
达40%的次新股行情或将告一段落，
更对市场人气造成持续的沉重打
击，短时间内将难以恢复。

次新股集体大跌后，短期投资
机会与风险又是怎样？中域投资总
经理兼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席袁鹏涛告诉每经投资宝（微信公
众号：mjtzb2）：“我个人偏好价值投
资，目前感觉次新股板块整体的估值
都偏贵。”“从29日走势来看，次新股
可能在构筑一个头部，处于波峰向下
的阶段，未来走势可能会是震荡向下
的情况，风险较大。虽然次新股里面
可能存在一些好公司，但由于估值
偏高，眼下也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品
种。因此，在次新股整个投机氛围
下，我觉得其短期风险较大。”袁鹏
涛补充道。 （每日经济新闻）

昨 天 ，沪 指 下 挫 11.64 点 ，以
3241.31点报收。达哥此前提到的关键
点位3242点被小幅跌破。这样一来，A
股市场已遭遇三连跌，并且沪指在
3300点整数关前也开始构筑平台。

3300点久攻不下，开年以来A
股市场形成的反弹趋势似乎“命悬
一线”，接下来大盘真的不行了吗？
股谚有云，“久盘必跌”，这样的魔咒
是否真的会应验？

首先，还是回顾一下昨日的盘
面。其实，昨日市场的特征非常明显。
从跌幅榜来看，跌停个股数量进一步
增加，两市合计超过10只个股跌停。
跌停个股中，绝大多数都是次新股。

前天，次新股就是拖累大盘最
主要的板块，昨天这一板块继续大
跌，对市场人气的打击是不小的。
而昨天，创业板综指跌幅达1.29%，
远超大盘，也就是受到了次新股的
拖累。

除了次新股继续大跌外，西王
食品（000639）昨天开盘后，短短三
分钟就遭遇跌停，直到中午收盘。随
后，公司发布公告称，因发生重大事
项，下午开始停牌。对于西王食品的
跌停，其实与一件突发事件有关。昨
日，消息面突然曝出齐星集团背负
百亿债务，该集团基本全面停产。而
西王食品的控股股东西王集团与齐
星集团存在互保关系。正因为这个
原因，导致了西王食品开盘后不久
便快速跌停。

总结起来，昨天次新股大面积
遭遇重挫，齐星集团又曝出债务风
波，再加上临近月底，市场资金面本

来就紧张，诸多利空齐聚。但昨天沪
指只跌了11个点，已经算是比较温
柔了。那么，A股遭遇“温柔一刀”，
沪指又跌破了此前达哥强调的3242
点重要点位后，大盘是否就真的“命
悬一线”了呢？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大盘
只是略微跌破3242点重要点位，说
明多空双方对此点位非常看重，后
市可能还会有所争夺。现在看来或
许还算不上有效跌破。另一方面，
昨天虽然创业板综指跌幅较大，但
从K线形态看，还存在着走出“头
肩底”走势的可能，这也可以看成
后市大盘还会有一线希望。另外，
昨天虽然A股跌得有些郁闷，但港
股其实是走势偏强的，不论是恒
生指数还是H股指数都小幅上涨。
未来只要港股不走坏，A股还是有
希望的。

现在来谈另外一个问题，从2月
下旬到现在，沪指在3300点下方已经
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俗话说“久盘
必跌”，这个魔咒这次是否会应验？达
哥的看法是，未必会。毕竟，现在沪指
依然在年线上方运行，不排除构筑起
一个攻击3300点的蓄势平台。

不过，由于次新股持续大跌，以
及资金面确实堪忧，从盘口看有些
隐忧是客观存在的，风险防范方面
的考虑也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肯
定还是要做好看错的准备。毕竟，做
投资没有百分之百正确，但只要懂
得处理错误概率的方法，就不怕犯
错。当然，目前沪深300指数仓位参
考的配置也只有五成仓位，也没有
必要过于担心，这个仓位本身就是
进可攻退可守的。 （张道达）

3月28日晚11时许，复星集团二
把手、集团CEO梁信军突然宣布裸
辞，这位参与并主导了复星25年来几
乎所有重大项目的“军师”突然离职
令人震惊。昨天上午，复星集团在香
港召开2016年业绩发布会。针对CEO
梁信军的离开，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
昌表示，对于梁信军的离开表示遗憾
和不舍。25年来一起不离不弃，兄弟
情深，梁信军为复星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

“二把手”梁信军深夜请辞

3月28日深夜，复星国际在港交
所发布公告称，梁信军由于“健康原
因”自3月28日辞任公司执行董事、副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及薪酬委员会委
员。丁国其同日起辞任公司执行董事
及高级副总裁，理由是“为投入更多
时间于家庭”。

复星国际公告称，两人“与董事会
并无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而
须本公司股东垂注的事宜。”同时，两人

于辞任后不会再担任公司任何职位。
梁信军自复星高科技于1994年11

月成立起，便一直担任该公司副董事
长。丁国其则是目前复星的全球合伙
人之一，担任复星高科技董事及复地
董事，主管负责公司财务管理事务。

郭广昌在他的致信中回忆：“还
记得刚和信军一起创业的时候，他真
的挺瘦；但后来因为工作压力，我看
着他慢慢变胖；再后来，信军和柳传
志打赌又痩了下来。这一路风风雨
雨、胖胖瘦瘦。”

新生代管理层火速登场

与两位高管同日辞任形成对比
的是，复星国际火速任命了一众高
管：汪群斌调任复星国际首席执行
官、薪酬委员会委员；执行董事陈启
宇、徐晓亮同时获任联席总裁；王灿、
康岚、龚平则同时获任执行董事及高
级副总裁；同时，李开复任独立非执行
董事、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

昨天上午，复星国际在香港举行

2016年业绩发布会。在经历管理层剧
烈人事变动后，郭广昌、汪群斌连同6
位全球合伙人悉数亮相。郭广昌在业
绩发布会上回应CEO梁信军等人辞
职时称：“对信军暂时休息表示遗憾
和不舍，25年来一起不离不弃，兄弟
情深，他为复星今天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我个人觉得25年来对他很
苛刻，要求很严，对他从来不客气，有
什么说什么。”

郭广昌认为，短期对复星来说是
有影响的。但长期来说，这次调整之
后，大家看到了复星集团新生代的管
理层集体亮相，复星经过这么多年的
培养，人才辈出，战将如云，所以在突
发事件到来时，逼迫公司思考，要给
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企业就像一个
球队，我们不断要去赢。这个球队总
有一些球员需要休息，总要有新的球
员不断补充进来，老是让老球员踢，
再优秀也不行。所以，复星永远会是
一个有战斗力的充满新鲜血液的企
业家球队。”郭广昌称。

复星国际利润首次破百亿

在昨天发布的“致股东的信”中，
郭广昌表示，复星经过25年的发展，
已从“翩翩少年”迈入“青年”时代。复
星将更加重视客户，将客户视为实现
企业价值长期增长的根本。

财报显示，2016年，复星国际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之利润为102.7亿元
人民币，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增
幅达27.7%，近5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24.7%。其中健康、快乐、富足产业在复
星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的占比持
续提高，三大板块占比已超集团总资
产的80.0%，贡献利润92.1亿元。

梁信军对于郭广昌而言，不仅
仅是“25年沉甸甸的兄弟情谊”。25
年前的夏天，郭广昌和梁信军等人
一起辞职下海创业，创办了一家小
公司，叫做“广信”，名字就取自郭广
昌的“广”和梁信军的“信”。

梁信军小郭广昌1岁，是郭在
复旦大学的学弟。公司的第一笔“大
生意”来自元祖食品。1993年，刚刚
进入上海的台湾元祖食品寻找咨询
公司做市场调查。一番角逐后，广信
竞标成功。郭广昌和他的团队通过
到大街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完
成了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一共挣了

30万元，这也是郭广昌掘到的第一
桶金。后来，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复
旦同学加入公司，他们决定将公司
更名为“复星”，寓意“复旦之星”，也
暗示了与复旦大学的渊源。

郭广昌新选择的行业，一个是
房地产，一个是医药。房地产生涯是
从房产代销开始的。1994年，郭广
昌接手了一个位于上海郊区的滞销
楼盘，当年底，郭广昌赚到了复星的
第一个1000万元。

而郭广昌最初与医药搭上边的
却是保健品，但以失败告终。不过汪群
斌、范伟的加盟，坚定了郭广昌把生物

制药作为复星的主攻方向。汪、范二人
也毕业于复旦大学，四人后来被合称
为“复星四剑客”——郭广昌掌握大
局，梁信军主管对外沟通和投资，汪群
斌负责内部管理，范伟侧重于地产业。

到1998年6月，复星终于锋芒初
显。这年，复星实业（后更名为复星医
药）上市，这也是日后名震江湖的“复
星系”第一家上市公司。也就在这一
年，郭广昌成立上海复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即复地集团的前身。

今天的复星集团，总资产已达
4867.8亿元，并涉及A股上市公司约
20家，其中控股公司4家。其官方资

料显示，作为一家致力于成为全球
领先的投资集团，复星先后投资复
星医药、复地集团、豫园商城、建龙
集团、南钢联、招金矿业、海南矿业、
永安保险、分众传媒、Club Med、
Folli Follie、复星保德信人寿等。
2007年，复星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2016年，复星国际利润首
次突破百亿元大关，为102.7亿元。

在复星创始人梁信军之前，范
伟本人已于2013年不再担任公司
联席总裁。短短4年时间，“复星四
剑客”中已有两人因健康原因“离
席”。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四剑客”已离场两人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28日晚提出辞职 （图据百度百科）

高估值风险凸显
次新股“崩塌”资金疯狂出逃

尽管已有预兆，但次新
股3月29日整体惨跌还是
打了投资者一个措手不及。
诚迈科技、欧普康视、会畅
通讯等个股纷纷跌停，令次
新股板块一天之内走下神
坛。每经投资宝（微信公众
号：mjtzb2）发现，次新股
此时大跌，或许跟其估值过
高有一定关系，而基金经理
则建议短期规避该类个股
的炒作。

复星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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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菜首次发行债券融资10亿

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5月中下旬地面首飞

A股再遭“温柔一刀”
“久盘必跌”魔咒会应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