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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家公司月内发布减持公告

网宿科技四股东欲套现2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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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行情相对敏感

行情的极强势， 再一次从本

周指数的迅速反弹、 并收复上周

五的大阴线这一走势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而笔者的“换挡”之说，似

乎也有些偏差： 如果大跌一天就

算换挡， 涨升的速度和涨升的板

块却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 ，市

场不成了“老司机”了？

以前的经验是 “有钱难买牛

回头”：只要你判定行情已进入牛

市阶段， 那么每次回档就都应该

抓住入场的机会。 如今对于市场

是牛是熊的争论，已经销声匿迹。

只是牛市来得如此突然 （春节前

后几乎是“两个世界 ”），如此 “暴

力”，大家还不是很适应而已。 笔

者尝试过解释本次行情的 “突发

性 ”， 认为其爆发力应该来自于

“众媒时代” 信息传播的惊人速

度，“赚钱效应” 可以现场直达任

何 “群体 ”，而不用以前通过节假

日聚会的亲友传递。 在投资渠道

较为有限的情况下， 资金汹涌而

来。

A

股原有的特性，就是“追涨

杀跌”，大量平时并不关注股市的

交易者， 入市时选择的绝大多数

是热点板块。春节后，除了券商为

首的金融股， 就是那些令人眼花

缭乱的各种科技股。 这类交易者

对于估值，是没有太多感觉的，他

们要的只是处于“强势”运行中的

股票 ，这就让 “炒股炒的是未来 ”

这样的口号响彻云霄， 而在熊市

中坚守 “价值投资理念” 的投资

者，对此则感到有些愕然，然后就

是担心。

在笔者看来， 确立行情牛市

的第一冲击波其实已经完成了使

命， 但市场的惯性让高速快车欲

罢不能。 虽然我们不能说眼下涌

入市场中的资金都属于散户资

金， 但

2

月底中登公司公布的新

增投资者数据， 显示了场外投资

者跑步入市的事实。 而上周三以

来北向资金处于明显的净流出状

态 （昨日有少量回流 ），并未能阻

吓行情的强势， 也佐证了场外资

金仍在继续快速进场， 这也是

A

股的特色，信心起来了，资金基本

上也用不着去愁。

不过，观感上强势是一回事，

确认强势则是另一回事。 创业板

再创反弹新高，强势已经确立，但

沪指则需要冲破

3130

点的前高，

才算确立。 尽管这在现在的行情

中也就是一天来回的事， 但一旦

不能再度放量过去， 则极易在短

期反转为“双头形态”，那样，我们

所说的 “换挡”，可能就会更为清

晰。 当然，在强势行情面前，这种

走势可能只是次要选择， 但也有

必要提醒大家 ，要做好 “换挡 ”的

心理准备。 王方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雅菲）

“酱油第

一股”加加食品因实控人取消增持，引起

了深交所关注。 深交所要求加加食品说

明是否存在“忽悠式增持”，昨日，加加食

品回复深交所时否认了“忽悠式增持”的

质疑。

3 月 1 日晚，加加食品发布公告，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振拟取消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其目前暂未增持公司股份。

去年 2 月 5 日，加加食品曾发公告，称杨

振拟在未来 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增

持金额不高于 2 亿元。 该增持计划原本

将于今年 3 月 19 日到期。但在临近增持

计划到期日之际，加加食品却公告取消，

公司也因此引起了深交所关注， 要求其

对增持股票的合理性及实控人杨振是否

具备增持资金实力、是否存在“忽悠式增

持”、是否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等问题作出说明。

加加食品昨日回复深交所关注函

称，由于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公司实控人

之一杨振及公司控股股东卓越投资质押

的股票面临平仓风险， 导致卓越投资及

杨振被迫将本应用于增持的资金， 优先

用于解决自身债务问题， 因此放弃原定

增持计划。

据记者了解，相较于取消增持计划，

更不尽如人意的是加加食品频频转型失

败以及其大幅下滑的业绩。 根据加加食

品 2 月 28 日发布的 2018 年业绩快报，

2018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2 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24.6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3 月 11

日，熊猫金控公告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

赵伟平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因涉嫌泄露内幕信息，证监会决定

对赵伟平立案调查。

记者查阅公告发现， 赵伟平此前多

次因违规遭监管部门监管和处罚。 2010

年 11 月，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监管部门认定，公司董事

长赵伟平在 2006 年 7 月 1 日买入 87.25

万股公司股票，并在六个月内卖出，获利

371 万元。 证监会认为赵伟平上述行为

属于短线交易、关联关系披露不规范，对

赵伟平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去年， 赵伟平再次因信披问题被监

管。 2018 年 8 月 27 日，赵伟平通过网络

直播发布了“

（投资者）

大量提前退出”等

言论，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和投资者质疑，

而上市公司却未及时披露， 因此对其采

取监管措施。

今年 1 月 30 日， 熊猫金控披露了

2018 年度业绩预亏报告，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4116 万元到-5763 万

元， 而去年同期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2005.68 万元。 对于亏损原因，熊猫金控

表示，除了公司证券投资受损外，受互联

网金融借贷平台行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

化影响， 公司对期末应收服务费及债转

资金进行减值测试后计提了大额坏账准

备。

公开资料显示， 熊猫金控前身为熊

猫烟花，后主业转型为互联网金融后，控

股两家 P2P 平台，其中上市公司 100%全

资控股银湖网，70%控股熊猫金库。 这两

大平台都已于去年 9 月至 10 月，转让给

赵伟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

股价连续大涨， 网宿科技的股东争

先套现离场。 昨日， 网宿科技披露

公告称， 因个人资金需求， 包括大

股东在内的四位股东计划减持公司

股份， 合计不超过1.56亿股。 按照

昨日的收盘价计算， 这一减持计划

市值约为22.34亿元。 在此之前，

网宿科技董事长刘成彦年内已多次

实施减持， 累计套现约2.4亿元。

网宿科技月内涨幅已逾50%

昨日， 网宿科技披露公告称，

因个人资金需求， 第一大股东陈宝

珍及三名高管储敏健、 黄莎琳、 周

丽萍拟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 合计减持不超过1.56亿

股， 占总股本6.42%的股份。 其中，

第一大股东陈宝珍计划减持不超过

1.46亿股。 减持计划披露的同时，

网宿科技的巨额限售股解禁公告也

于同日公布。 根据公告， 网宿科技

将在本周四迎来2.43亿股的限售股

解禁， 占总股本的10.00%。

受上述消息影响， 继本周一跌

停之后， 昨日网宿科技大跌9.38%

开盘。 随后在资金的流入下， 网宿

科技跌幅缩至1.67%收盘。 盘面数

据显示， 网宿科技昨日全日成交金

额高达 79.10亿元， 换手率达到

27.71%。

Wind数据显示 ， 今年以来，

网宿科技大股东和高管已经多次减

持， 仅董事长刘成彦一人就累计套

现约2.4亿元。 近期网宿科技股价

大涨， 上周连续5个涨停， 即使近

两个交易日股价有所回调， 月内股

价涨幅仍超50%。

减持公告此起彼伏

近期随着市场转好， 披露减持

计划的上市公司比比皆是， 且不乏

清仓式减持。 同花顺数据显示， 本

月初至今， 已有115家上市公司新

披露了170份股东减持计划， 而减

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5%以上

的就有17家。

记者梳理发现，上述115家公司

中，除中昌数据外，其余114家公司

年内股价均有上涨，其中益生股份、

顺灏股份、 新五丰等33家公司股价

年内累计了50%以上的涨幅。 以新

五丰为例， 其第二大股东高新财富

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合计减持新五丰股份不超过1.04亿

股，约占公司总股份15.96%，为高新

财富持有的全部股份。 由于清仓式

减持计划备受争议， 昨日盘后高新

财富将减持比例降至6% 。回顾股价

走势， 新五丰由年初的3.36元/股起

步，至昨日已涨至10.53元/股，年内

股价翻了两番。

市场观察

百利科技：大股东成

朴 基 金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2601.70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8.3%

。成朴基金计划自

公告日起六个月内减持不超

过

2508.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8%

。

加加食品否认“忽悠式增持”

熊猫金控实控人被立案调查

部分公司

减持计划

网宿科技：公司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陈宝珍、副总经理储

敏健、副总经理黄莎琳、董秘周

丽萍四人因个人资金需求 ，计

划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 合计减持不超过总

股本

6.42%

的股份。

新五丰 ：高新

财富持有新 五 丰

股份

1.04

亿股 ，占

新五丰总股 本 比

例

15.96%

，计划在

本减持 股 份的 预

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减持新五

丰股份不超过

1.04

亿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