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遭股东清仓式减持的公司（数据来源：wind 资讯）

证券

简称

中金岭南

东晶电子

天翔环境

华自科技

延安必康

股东

名称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李庆跃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珠海华鸿景甫创业投资企业

陈耀民

股东

身份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

特定股东

股东

股东

拟减持数量

上限（万股）

755.16

2578.32

1072.07

156.51

2514.95

拟减持量

占持股比例

(%)

100

100

100

100

100

减持

2018

年广州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结果

类别

金融领军人才

金融高级管理人才

金融高级专业人才

数量

1人（新引进1人）

104人（其中新引进13人，现有91人）

211人（其中新引进9人，现有202人）

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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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上市

公司重要股东减持计划密集披露。 昨

日，就有吉华集团、海航科技、中金岭南

等12家公司披露了重要股东的减持计

划。 记者梳理发现，6月以来上市公司重

要股东减持活跃。Wind数据显示，仅7个

交易日A股就新增201笔减持计划，涉及

114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 按拟减持数

量上限计算， 计划减持合计16.26亿股。

在重要股东减持公告披露后，部分公司

股价遭受冲击。

减持计划集中披露

昨日，中金岭南公告称，因自身生

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广晟金控、深圳广晟计划在7月4日

起，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5000万股。 受此消息影响，昨

日中金岭南下跌1.02%。

与中金岭南同日发出减持计划公

告的还有吉华集团、海航科技、开能健

康等11家公司。Wind数据显示，6月以来

上市公司减持计划频出。仅7个交易日A

股就新增了201笔减持计划，涉及114家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按拟变动数量上限

计算，计划减持合计16.26亿股。

数据显示， 在这批拟被减持公司

中， 安德利遭到减持的重要股东数量

最多， 包括董秘、 财务总监等10位董

高监均计划减持各自持有的22%以上的

股份， 合计减持472.66万股。 而从减持

股份数层面看， 美锦能源拟减持数量

最多， 其控股股东计划减持8182.74万

股。 从减持目的来看， 大部分减持计

划的理由都是“个人资金需要”。 此

外， 也有少部分是出于丰富投资组合，

甚至是解决债务危机、 缓解股票质押

问题。

在这些公司中，“清仓式”减持仍频

频出现。 以东晶电子为例，本周二，其创

始人、第二大股东李庆跃表示，决定减

持不超过2578.33万股，减持比例占公司

总股本的10.59%， 原因为自身资金需

求。 此外，天翔环境等16家公司也遭股

东“清仓式”减持。

超八成公司跑输大盘

二级市场上，遭遇减持的上市公司

股价备受冲击。 以博腾股份为例，6月6

日晚间，博腾股份发出公告称，公司实

际控制人居年丰和两位一致行动人，即

董秘陶荣、股东张和兵，计划未来6个月

内合计减持不超过7100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3.29%。 三人表示，减持目

的是为了缓解长期以来的质押债务压

力，合理控制融资杠杆；三人减持所得

资金将主要用于偿还其对外融资借款，

降低自身资金风险及负债率。

公开资料显示，三人合计持有博腾

股份总股本35%的股份， 而大部分都处

于质押状态。 以实控人居年丰为例，截

至一季度末， 其持有博腾股份7265万

股，但94.73%以上处于质押状态。

受此减持消息影响，本周一市场大

涨，而博腾股份却逆势低开低走，盘中

一度触及跌停，收盘时仍大跌7.93%。

记者梳理发现，受益于本周市场反

弹， 月内沪指累积了0.37%的涨幅。 而

Wind数据显示，114家发出减持计划的

上市公司中， 超八成月内股价出现下

跌，23家公司股价跌幅超10%， 天翔环

境、 东晶电子等公司更累积了25%以上

的跌幅。

12家公司股东昨发减持计划

多家公司或遭遇“清仓式”减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6月11

日，2018年广州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项

目评选结果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市新闻中

心举行。记者在现场了解到，2018年广州

高层次金融人才项目评出金融领军人才

1人

（新引进

1

人）

，金融高级管理人才104

人

（其中新引进

13

人，现有

91

人）

，金融高

级专业人才211人

（其中新引进

9

人，现有

202

人）

，奖励资金4255万元。

据了解，早在2014年，广州市就专

门出台了《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

项目实施办法》， 这是当时国内为数不

多的金融人才专项扶持政策。 后来又对

《实施办法》进行了两次修订，扩大了奖

励范围，加大了奖励力度。 广州高层次

金融人才项目实施4年来， 累计评出金

融领军人才4名、金融高级管理人才340

名、金融高级专业人才739名，总奖励资

金超过1.33亿元，为广州集聚金融人才，

推动金融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南沙区、海珠区、番禺区、越

秀区、天河区、黄埔区等区也将金融人

才纳入了区人才奖励的范围，相继出台

一系列配套的金融人才扶持政策，构建

起了市区两级的金融人才扶持政策体

系，为做好全市金融人才工作打下了良

好基础。

“金融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层次金

融人才。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巡

视员陈平表示，近年来，广州致力于打

造吸引金融人才集聚发展的高地和适

宜金融人才干事创业的福地。 2018年，

全市金融业增加值2079.46亿元，同比增

长5.7%，增速在全国城市名列前茅。 截

至2019年4月末， 广州地区本外币存贷

款余额9.82万亿元，同比增长12.33%。其

中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52万亿元，同

比增长6.61%；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3

万亿元，同比增长20.62%，存贷款增速、

贷款增速位居全国五大城市第一位。 全

市法人金融机构53家， 持牌金融机构

314家； 累计培育境内外上市公司163

家，总市值2.84万亿元；累计培育新三板

挂牌公司492家， 总市值938.58亿元，累

计募资157.03亿元。

针对广州金融人才工作， 陈平表

示，下一步，广州将在监管中锻造金融

人才队伍，加强对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发挥金融人才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完

善金融人才发展环境。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12 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

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8 万

亿元，同比多增 313 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5 月末人民

币贷款余额 144.3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3.4%，比上年同期高 0.8 个

百分点。5 月份，以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

款增加 4677 亿元， 以实体经济

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

团体贷款增加 5224 亿元。

另外，5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

加 1.22 万亿元，同比少增 871 亿

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2417 亿

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1181

亿元， 财政性存款增加 4849 亿

元。

从货币供应看，5 月末，广义

货币（M2）余额 189.1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5%，增速与上月末持

平，比上年同期高 0.2 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余额 54.4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3.4%，增速比上月

末高 0.5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

低 2.6 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

显示，5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211.06 万亿元 ， 同比增长

10.6%。 5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为 1.4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4466 亿元。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据，5 月份， 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

分点。

5 月份，构成 CPI 的八大类

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

当月，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5.8%， 影响 CPI 上涨约 1.69 个

百分点。 其中，鲜果价格同比上

涨 26.7%，鲜菜价格上涨 13.3%，

畜肉类价格上涨 12.5%（猪肉价

格上涨 18.2%）， 鸡蛋价格上涨

8.7%，水产品价格下降 0.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

一降。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医

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

别上涨 2.6% 、2.5%和 2.1% ，居

住、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分别上涨 1.8%、1.7%和 1%；交通

和通信价格下降 0.9%。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5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上涨 0.6%， 涨幅比上月回

落 0.3 个百分点。

5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18万亿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2.7%

2018年广州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结果出炉

广州去年奖励高层次金融人才425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