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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因涉

嫌黑社会犯罪， 昨日中科新材发布公

告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已被深圳

市公关机关执行逮捕。记者梳理发现，

张伟旗下的公司有上百家， 但与其关

联的周边风险与预警提示有上千条。

受此影响， 中科新材昨日大跌8.66%，

报收于9.18元。

实控人张伟涉黑被捕

4月10日，深圳公安局扫黑办的一

则通报称， 近日打掉了以深圳中科创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

科创集团”

)公司法定代表张伟为首的

涉黑犯罪集团，涉及非法拘禁罪、寻衅

滋事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

根据公开资料， 张伟通过全资持

有的中科创集团持有中科新材32%的

股份， 是中科新材的实际控制人。 对

此，中科新材昨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实

际控制人张伟涉嫌黑社会犯罪被深圳

市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目前案件正在

侦查过程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在公

司任职， 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梳理发现， 中科新材早在今

年的1月3日就曾发布公告称， 公司控

股股东中科创资产办公场地被相关部

门查封， 三家子公司也因租用中科创

资产的办公场地被查封， 子公司部分

电脑、文件资料被带走。公司实际控制

人张伟、董事长兼总经理艾萍、董事张

晓璇等人因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调

查。

张伟旗下公司上百家

张伟今年46岁。 深圳总商会官网

显示， 张伟于2004年创办中科创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并在2011年被评

为第四届“深商风云人物”。据了解，中

科创集团最初以融资担保、保理、租赁

等传统金融服务为基础，2010年集团

从传统金融向创新金融转型。

天眼查数据显示，张伟旗下有111

家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有159

家。而张伟作为法人的公司共有13家，

包括深圳市中科华富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科鼎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市中科创财富通网络金融有限公司

等；作为股东的公司共有5家，包括深

圳中科易联壹号投资企业、 深圳市长

富金茂实业有限公司等； 作为高管的

公司有109家。 在天眼查中，与其关联

的周边风险与预警提示有一千多条。

公开资料显示， 张伟在2014年还

举牌过新黄浦、 参与天目药业股权争

夺。

中科新材一季度业绩大跌

尽管中科新材称张伟未在公司任

职， 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二级市场仍有所

反应。 截至昨日收盘， 中科新材报于

9.18元，大跌8.66%。

记者还发现， 去年仍是利润大增

的中科新材， 今年一季度业绩就发生

了逆转。 2018年业绩快报显示， 2018

年公司营收17.34亿元， 比上年同期

增长21.15%； 净利润6094.62万元， 比

上年同期增长2470.23%。 然而， 公司

在上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一

季度预计亏损400万元， 业绩变动原

因为“本期汇兑损失增加， 本期商业

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增幅

较大”。

中科新材实控人张伟涉黑被捕

天山铝业重组标的估值大变脸

投服中心称对这种现象将采取行动

形态选股：平台突破

600303

曙光股份

收盘价：5.49 元

涨跌幅：+10.02%

该股在今年 2 月 27 日创下

5.13 元这一高点后， 股价开始展开

震荡整理，本周一一度向上突破但

无功而返。 昨日该股逆势涨停，突

破了前期高点平台，后市可关注这

一平台的支撑情况。

600135

乐凯胶片

收盘价：9.89 元

涨跌幅：+10.01%

该股在今年 2 月 25 日创下

9.78 元高点后震荡回落， 震荡区间

在 15%左右，呈有序的横盘状态。昨

日该股涨停突破前高平台，后市可

关注该平台能否形成有效支撑。

603879

永税科技

收盘价：13.46 元

涨跌幅：+9.97%

该股在今年 3 月 7 日形成一个

相对高点 13.15 元， 此后即开始呈

横盘整理。 昨日该股以涨停之势突

破前期高点平台，可关注后续能否

形成支撑。

形态解析

平台突破意为股票价格突破前

期整理的平台， 是经常被用到的技

术分析手段之一。 这类股票在形成

一个高点后， 开始展开长时间的整

理，在大势配合的情况下，若突破成

功，则股价有望打开上升空间。 不过

这种形态如今经常被主力所利用 ，

导致假突破不绝。 所以对于缺乏基

本面支撑的个股， 不宜单纯以这种

形态作为操作依据。 （卢西）

信息时报讯

一前一后相差半年

的两份重组方案， 同样的标的资产估

值从236亿元缩水到了170亿元， 业绩

承诺也大幅下滑， 这是发生在天山铝

业两次重组的一幕。 这引起了投服中

心关注，并且将目光投向了中介机构。

投服中心表示， 标的资产估值下调有

益于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 但同一

标的短期内估值和业绩承诺均大幅下

滑， 也会使得投资者对中介机构的评

估结论产生疑虑，对于一些案例，投服

中心也将采取行动。

估值随意“变脸”引关注

近期， 天山铝业拟通过新界泵业

重组上市的新闻受到投资者的广泛关

注。

2019年3月，新界泵业披露的重组

预案显示， 此次置入的标的天山铝业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170亿元，与2018

年9月紫光学大披露的236亿元预估值

相比减少66亿元，仅过了6个月，估值

下降27.97%。 除此之外，天山铝业的业

绩承诺也大幅下滑： 此次交易中承诺

2019年和2020年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9.64亿元和14.65亿元，与

前次交易承诺的18.54亿元和22.97亿

元相比分别下降8.9亿元和8.32亿元，

下降幅度分别为48%和36.22%。

投服中心表示， 同一标的前后估

值出现巨大差异有悖常理。

投服中心表示， 两次重组的独立

财务顾问均为华泰联合证券， 评估机

构均为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仅半年的时间，针对同样的标的资

产， 业绩承诺和预估值却出现大幅下

滑， 说明前次交易的估值和业绩承诺

均存在严重问题。如此随意调整估值，

显然在透支广大投资者对中介机构和

重组标的公司的信任。

中介机构应敬畏市场

对于这种重组估值随意变脸“见

怪不怪”现象，投服中心公开向中介机

构发声。

投服中心表示， 各类中介机构是

资本市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但在并

购重组的实际操作中， 某些中介机构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评估价格向交易

双方协商的价格靠拢， 缺乏专业、独

立、全面、客观的判断，使得评估值无

法准确反映交易标的真实价值。 投资

者的投资判断以及董事、 股东的审议

表决均需参考、 依赖中介机构出具的

相关报告， 若中介机构不能独立、客

观、专业地发表中介结论，心中没有敬

畏，必然会失信于投资者，最终将丧失

资本市场的执业空间。

投服中心对这种现象将采取行

动。 新界泵业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已构

成重组上市， 按规定应当召开媒体说

明会， 针对天山铝业前后两次估值和

业绩承诺存在大幅差异的相关问题，

投服中心拟在媒体说明会现场向相关

中介机构提出质询。

此外，投服中心将以结果为导向，

集中梳理随意变更评估结论， 以及重

组后无法完成业绩承诺或承诺期满后

马上业绩变脸的案例， 对不当评估机

构和评估师予以公开披露， 同时通过

网上行权的方式，公开质询。

据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