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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miumiu19890815
QQ号：2413397691
QQ号：847451695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本人李椰黎购买位于邓双镇
柏拉图大道666号亚特兰蒂斯安
菲娅岛14-3号房权证费收据因
故遗失。 现特此声明， 编号为
9301736、 金额为98905.4的权证
费收据作废。

●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

新区天和路54号锦尚天华1栋
3层1号（603.88平方米）商业
物业进行招租，本次招租标的
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成都集优科技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100332183
0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 公 告
邓润民（员工卡号：60149

553） 因长期旷工， 已严重违
纪，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巴士有
限公司将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请你于2018年11月16日前回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相
关规定处理。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穆鹏华
（身份证：370783198507220010）
户口迁移证遗失，声明作废。

●由于本人陈顺富保管不慎，将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泽林建
辅材料经营部公章丢失(注册号:�
510122600343472)。
●本人于2018年11月9日在成都
天府新区华阳不慎遗失双流县
中和镇后街综合住宅楼底楼单
间韩良才契约原件一份， 如有
拾到者当面酬谢。联系人：韩燕
林，电话：13882039795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刘维（身份
证：511622199404031421）护理专
业2015年毕业， 毕业证 （编号
130481201506000869）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尹 欣 （433001198012220832），
男，于2018年10月不慎遗失高级
工程师证书一份。
●金牛区正辉健康咨询服务
部工商营业执照正 、 副本遗
失，注册号/登记证号 :5101066�
01420799，声明作废。

招 商
●医院转合作托管13981909958

●售养老办学场地13348937994

房屋租售
●售春熙路商圈商用楼二三楼

各429平。电话：13908042148

自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公司法》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条
款的修改以来，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掀
起高潮。而为规范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的行为，近日，证监会、财政部、国资
委三部门联手发布《关于支持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就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过程中的
相关事宜提出指导性意见。

从《公司法》对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条款的修改到“意见”的出
台，管理层对上市公司回购的支
持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公司法》
不仅增加了股份回购的情形，而
且对于符合三种情形的股份回
购，将回购数量的上限提高到了

10%，且库存时间也延长到了3年，
更重要的是，这三种情形的回购
不必经过股东大会表决，而只需
要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
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即可。
上市公司在股份回购问题上拥有
了极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

而“意见”的出台，更是给了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以更大的支
持。比如，将股份回购视同现金
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
计算。并且“意见”还支持上市公
司通过发行优先股、债券等多种
方式，为回购本公司股份筹集资
金。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在股份

回购没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发
债的方式来借钱回购。

股份回购有利于公司股价的
稳定，也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不
过，上市公司对股份回购还需要
谨慎对待，尤其是通过发行优先
股、债券等方式筹资进行股份回
购，上市公司一定要慎之又慎。

就上市公司而言，关键还是要
做好自己的主业，把企业经营搞好，
把企业效益搞上去，这是维护上市公
司股价稳定的基础。一旦公司业绩下
滑，企业没有了成长性，想要公司股
价稳定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就股份回购而言，上市公司
还须量力而行。虽然股份回购有利

于维护公司股价的稳定，但并不
等于回购了股份就能稳定住公司
的股价。因为股价的下跌是由多方
面的因素决定的，甚至还包括系统
性的风险因素。比如，当整个大盘
处于熊市的时候，上市公司回购对
维护股价稳定的作用其实是有限
的。所以，在股份回购的问题上，上
市公司需要量力而行，不能因为股
份回购而影响到公司发展的正常
安排。比如，因为股份回购而导致
公司资金周转不灵。

当然，管理层允许上市公司发
债回购，但在这件事情上，上市公司
需要谨慎对待。实际上，不论发优先
股还是发债，都会影响到公司现有

股东的利益。对于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的企业来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大
问题，但对于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
来说，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借债就有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
包袱，一旦不能按时还债，就会出现
债务违约问题，这对于公司的发展
就是雪上加霜。这也不符合通过股
份回购来维稳的初衷。

实际上，就优先股与债券的
发行来说，那也是优质公司更受
欢迎，相反，那些业绩平庸甚至
亏损的垃圾公司，它们的优先股
与债券发行谁会认购呢？尤其是
在债券违约频频发生的当下，没
有人愿意拿自己的钱来打水漂。

11月13日晚，泰合健康（000790，SZ）发布公告，
称公司实控人、董事长王仁果已正常履职。

公告称，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王仁果先生已正常履职，副董事长李小平先生不再代
为履行董事长职责，公司日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在此前，四川富豪王仁果曾两度失联。
今年1月2日，泰合健康公告称，截至公告日，公

司无法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仁果取得联系。此后
1月19日，泰合健康公告，王仁果正常履职，公司经
营情况一切正常。

但在5月9日，再度传出王仁果失联的消息。据泰
合健康彼时公告，无法与王仁果取得直接联系，相关
事项正在核实，由李小平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与王仁果的失联同样受人关注的是，在泰合健
康公告王仁果第二次失联之后不久，作为实际控制
人的王仁果、张碧华就表示要放弃对泰合健康的控
制权，有意转让手上四川华神的股份。

实控人失联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如何完成？这一
度让外界费解。随后，这一股权转让又宣告了终止。

7月13日，泰合健康宣布，因为双方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四川华神的股权转让交易终止，泰合健康
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王仁果、张碧华夫妇。

如今随着泰合健康公告的发布，王仁果如今再
次回归，但其两次失联的原因目前仍未有相关说
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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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借债回购须谨慎
□皮海洲

【在股份回购的问题上，上市公司还须量力而行，要把企业的效益搞上去，这才是维护股价稳定的基础。】

最新汽车零整比数据：最低171%，最高653%

国产车“好养活”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留意到，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联合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发布了第
十期汽车零整比数据。数据显示，北京现代ix35是
后 期 养 护 成 本 最 低 的 车 型 ，零 整 比 系 数 仅 为
171.04%；国产车品牌，哈佛H6零整比185％，为国
产品牌系数最低。

汽车零整比指的是单独购买零件和购买整车
之间的花费比例。从此次数据看，国产车和韩系车
则显得比较“好养活”。报告显示，哈佛H6、五菱宏
光、长安CS75/35、吉利远景SUV、比亚迪F3等热销
的国产品牌汽车均以较低的零整比系数成为购车
性价比之王，而韩系品牌现代、起亚也极具性价比。

而“难养”系数最高的五台车型均为豪华车型。
其中，系数最高的竟高达 653.39%，这个系数意味
着，如果你把该车型的所有零部件都换一遍的话，
花费的钱可以买到6.5台全新整车。

此次中保协首次在报告中纳入了“单件零整比
系数”统计。何为“单件零整比系数”呢？它是指汽车
上单个零件占总体零整比系数中的比例。

记者发现，汽车前大灯作为车身上最容易被更
换的部件之一，近年来的更换和维修价格一直水涨
船高。在此次中保协挑选的100台样车中，大灯单件
零整比系数最低的为上汽斯柯达野帝，仅为0.51%，
而大灯的单件零整比系数最高的车型达到了6.43%，
换算到车辆的指导价上相当于15.55个大灯就可以
再买一辆新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二股东董明珠
大股东魏银仓 昨天，沪指上涨24.36点，以2654.88点报收。同

时，创业板指数大涨1.7%，再创反弹新高。在近期大
盘反复震荡过程中，A股市场的风向可能正在生变。

尽管个股全面普涨，但是能够连续涨停的，却
并不是以前的白马、蓝筹，而是小市值个股。这类股
票似乎一夜之间撕掉了“垃圾股”“绩差股”的名牌
和标签，很多股权质押风险较大的个股，似乎也一
下就将风险化解于无形。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这类
小股票已经成为主角。

相比之下，大盘股、蓝筹股、白马股，确实就逊
色很多了。而现在市场的主力资金、主流机构，也不
再是以前的港资、公募基金等，而是游资。

有个段子非常有意思：白马行情，我套在垃圾
股里；垃圾股行情，我套在白马股里……

这个段子，非常生动地描述出了当前市场的状
态。在我看来，在接下来的行情中，低价股、小市值
股等以前的非主流股，可能还会继续活跃一段时
间。而那些虎视眈眈的游资，就像嗅到了血腥味的
鲨鱼一样，四处寻觅机会。我们到底要不要跟随呢？
现在潜在的机会，就在那些严重超跌、股价极低的
小股票身上，未来有可能他们会迎来价值重估。

就后市大盘而言，市场全面放量，这是比较可
喜的，沪市成交1896.1亿元，量能非常不错。另外，
达哥继续强调对创业板的重视，上周以来也反复看
好创业板。昨天创业板指数大涨1.7%，再创反弹以
来的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市场的总成交量
（非成交金额）也创下历史纪录，也再次证明场外资
金对创业板的青睐。 （张道达）

撕名牌摘标签
A股市场风向或生变

银隆新能源内斗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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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失联”后
泰合健康董事长王仁果已正常履职

银隆新能源自曝原董事长等人涉嫌侵占超10亿 魏银仓：已起诉董明珠

11月13日上午，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参与投资的银隆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隆新能源”）官方声明称，原董事长魏银仓、原
总裁孙国华涉嫌通过不法手段侵占公司利益金额超过10亿。已向珠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珠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进行报案，
相关机构已正式受理。

魏银仓本人昨天对媒体回应称已起诉董明珠。银隆的内斗升级。
业内人士指出，种种迹象显示，董明珠的造车路似乎越来越难走。

制图 李开红

11月13日上午，银隆新能源官方
发布声明，称公司的新一任董事会、
监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在履职过程中
发现原董事长魏银仓、原总裁孙国华
涉嫌通过不法手段侵占公司利益金
额超10亿元。目前，银隆新能源已向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珠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进行报案，相
关机构表示已正式受理。

而魏银仓在接受腾讯《一线》采访
时回应说，“已经起诉她（董明珠）了。”
魏银仓表示，律师已在走法律程序，会
在近期向社会有个交代，澄清事实。

天眼查数据显示，银隆的大股东
为银隆集团，魏银仓持有银隆集团
100%股权。通过该公司间接持有银隆
新能源25.99%的股权。目前孙国华仍
为银隆集团执行董事。

公开资料显示，银隆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珠
海，是一家以锂电池产业为经营核
心，集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整车制造、
智能电网储能系统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注册
资本11亿元。银隆新能源曾于2017年
7月13日更名，在此之前，公司全称为

“珠海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珠海银隆”）。

在银隆新能源给股东的公开信
中显示，珠海市银隆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为其大股东，后者实控人
为魏银仓。

2016年8月，格力电器（000651）
曾宣布收购珠海银隆100%股权。

格力公布的交易报告书显示，其
拟以130亿元的价格向珠海银隆全体
21名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珠
海银隆合计100%股权，同时拟向格力

集团、格力电器员工持股计划、银通
投资集团、珠海拓金、珠海融腾、中信
证券等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不超过96.94亿元，用于珠海银
隆的建设投资项目。

但方案引起部分中小股东强烈
反对，最终被否决。此后，董明珠以个
人名义投资，将王健林、刘强东等大
佬拉入局中，银隆新能源业务也开始
了快速扩张阶段。

天眼查显示，截至目前，董明珠实
际出资为1.92亿元，持股比例为17.46%，
是银隆新能源的第二大股东。彼时，董明
珠时不时出来喊话“造车梦”，其与魏银
仓同框出现时也是“一片祥和”。

和更名几乎同时发生，银隆新能
源的高层管理团队自2017年7月以来
已发生重大调整，公司创始人魏银仓
辞任董事长，核心业务分管副总裁多
由格力背景员工接手。

今年年初，珠海银隆就被曝出拖
欠供应商货款至少12亿元。

1月16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
道，珠海思齐电动汽车设备公司（以
下简称珠海思齐）称，珠海银隆共拖
欠其货款7600万元，其中逾1700万元
在走法律程序，其余货款双方没有争
议。珠海思齐同时称，媒体报道的珠
海银隆至少拖欠供应商货款12亿元
是其挨家核实查证的。

珠海银隆则给出了相反的说法，
公司回应称，与珠海思齐的货款纠纷
是因对方产品存在质量等问题。所有
应付款项会按照正常的节点安排，珠
海银隆完全有能力去应对，不存在拖
欠货款的问题。

2017年5月，珠海银隆开始冲刺

IPO，已办理辅导备案登记。但在2018
年5月，广东证监局披露了的广东辖
区已报备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进度
表显示，珠海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珠海银隆”）的辅导进度栏
显示的是“辅导终止”。这意味着，珠
海银隆上市项目已戛然而止。

10余天前据《兰州晨报》报道，银
隆新能源八大产业基地之一的兰州
广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州广通”）首批新能源汽车11月2
日在兰州新区投产。此外，今年上半
年，银隆新能源客车全国销量排名第
四位，比2017年同比增长了60%。

据新京报报道，业内人士指出，
种种迹象显示，董明珠的造车路似乎
越来越难走通。

魏银仓被指侵占公司利益 回应：已起诉董明珠

跨界造车 董明珠成银隆第二大股东

曾涉12亿欠款传闻 冲刺IPO戛然而止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俞瑶

20172017年年，，董董
明珠拉着王明珠拉着王
健林等人高健林等人高
调投资珠海调投资珠海
银隆银隆，，让这让这
家新能源汽家新能源汽
车公司来到车公司来到
聚光灯下聚光灯下。。

入局

董明珠入局董明珠入局
后后，，珠海银隆珠海银隆
近近700700亿元亿元
的投资及采的投资及采
购总金额更购总金额更
是让人惊叹是让人惊叹：：
出手太阔绰出手太阔绰！！

布局

可惜可惜，，银隆新银隆新
能源不但没能源不但没
能迎着新能能迎着新能
源汽车的源汽车的““风风
口口””一路起一路起
飞飞，，冲刺冲刺IPOIPO
未果未果，，被爆拖被爆拖
欠欠1212易货款易货款
…… 现 在…… 现 在 ，，
又陷入股东又陷入股东
内讧的困局内讧的困局。。

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