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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建设成中报业绩增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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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潘 敬 文 ）

9

月 1 日， 记者从摩

拜单车获悉， 为了

提高市民骑行满意

度， 摩拜单车经广

州市区两级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

正式启动旧车置换

更新工作。 据了解，

这是摩拜首次在广

州开启单车置换。

摩拜单车广州

负责人表示， 摩拜

正积极按照 《广州

市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投放及管理服务

协议书》 要求开展

车辆置换更新工作， 减量工作已于 8 月

底完成。 摩拜将按要求严格执行全市不

新增投放共享单车的原则， 承诺在配额

内置换旧车， 绝不增量。 在置换过程中，

摩拜将及时向监管部门通报进度， 接受

主管部门及社会监督。

据悉， 此次置换的新款单车是摩拜

的第五次升级作品。 造型上， 它整体延

续了摩拜轻骑版简约、 流畅的设计， 车

身主色采用“美团黄”； 制动系统升级，

骑手在以相同手力刹车时， 车轮所产生

的制动力比以往提升 51%； 座管结构全

面优化， 座椅的长期使用更有保障； 车

筐外孔间距减小， 可有效避免骑行者的

随身物品从中掉落。 该款新车大幅提升

了车辆的可靠性、 耐用性和易维护性，

刷新了骑行舒适度。

目前， 摩拜单车所有车型均支持美

团 App 扫码开锁。 用户可将美团 App 升

级至最新版本， 使用原有摩拜手机账

号登陆， 进入首页后 ， 可通过多种方

式用车。 用户所有骑行均免缴押金，

原有摩拜账号中的余额、 月卡等权益保

持不变。

摩拜单车作为行业领军企业， 在广

州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服务质量考

核中， 连续四个季度第一。 摩拜表示，

完全认同因过度投放带来的不良影响，

全力支持并积极带头执行， 并再次呼吁

全行业理性发展， 停止过量投放。 按照

监管部门的要求， 不断提升企业服务水

平，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同花

顺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腾达建设实

现 的 净 利 润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66628.84%，是 A 股中上半年净利润同

比增幅最大的公司。

腾达建设中报显示，今年 1~6 月，

腾达建设实现营业收入 14.69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了 6.34%， 实现净利润

4.38 亿 元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66628.84%。 对于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大

增， 腾达建设表示主要原因是营业利

润的增加。 中报显示，腾达建设上半年

实现的营业利润为 7.04 亿元， 较去年

同期上升了 1435.83%， 而营业利润大

幅增长的背后是报告期内投资收益的

增加。 据了解，腾达建设投资的信托产

品在报告期内实现盈利 5.79 亿元，占

当期营业利润的 82.24%， 相比去年亏

损的 1.96 亿元， 该信托产品本期带来

的收益增长了 395.41%。

针对腾达建设的半年报， 天风证

券对腾达建设给出了“买入”评级。 天

风证券表示， 受益于股票市场行情好

转， 本期腾达建设所投资的信托产品

厚增了公司净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在

手订单充足、经营性现金流大幅提高，

腾达建设的业绩受到支撑， 目前公司

主营施工业务增长低于预期， 但未来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和杭州 2022

亚运会的举行将释放大量基建需求，

公司收入有望快速增长。 天风证券给

出了 3.73 元的目标价， 目前腾达建设

最新股价为 2.79 元。

对于腾达建设投资理财的收益占

当期八成利润这一情况， 银泰证券投

资顾问徐春晖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这说明该公司主营业务正

处于不赚钱的状态。 不过由于所属行

业可能处于淡季， 所以用闲钱去投资

信托理财产品没有问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昨日

早间，易事特一方面披露了控股股东、

实控人与国企恒健控股签署股权收购

协议， 一方面则终止了此前与华发集

团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广东国资委

或将成为易事特新的实际控人。

公告显示， 易事特控股股东东方

集团、实际控制人何思模与恒健控股 9

月 1 日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 东方集

团拟将持有易事特的 29.9%股权转让

给恒健控股，股权转让过户完成后，恒

健控股将采取部分要约方式再取得易

事特不低于 5%股权。 全部收购完成

后， 恒健控股合计持有易事特不低于

34.9%的股权，成为易事特的控股股东，

广东省国资委成为易事特的实控人。

同日，易事特以“交易各方对有关后续

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为由终止了

东方集团、 何思模与华发集团于去年

11 月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记者梳理发现， 易事特两次的股

权收购不仅收购方式如出一辙， 收购

方还均为国企。 据了解，恒健控股是由

广东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

资投资控股公司， 而华发集团是由珠

海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国资集团。 对于

两次收购方均为国企， 易事特在公告

中表示，公司引入国有资本股东后，将

持续保持公司现有管理层稳定， 强化

法人治理结构， 结合其强大的城市运

营资源整合优势及业务布局资源，积

极推动公司多方面业务的发展。

信息时报讯

(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诗柳

) 9 月 1 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

分局发布上海证大文化创意发展有限

公司

（下称证大公司）

案件侦办情况通

报，证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志康、总经

理戴某新等人因涉嫌非法募集资金已

向警方自首， 公安局在立案侦查后已

对戴志康等 41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并查封相关涉案资

产。

通报内容显示，8 月 29 日，戴志康

等人向警方投案自首， 并称在公司经

营过程中存在设立资金池、 挪用资金

等违法违规行为， 且已无法兑付。 据

此，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证大公司立案侦

查。

同日， 港股上市公司上海证大发

布公告， 称上市公司上海证大为上海

证大房地产有限公司， 与警方通报的

上海证大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非法

募集资金无任何关系， 两家公司之间

无任何股权关连关系， 也无任何业务

往来。 戴志康早已不在上海证大房地

产有限公司担任职务。

A

股三大股指昨日开盘后一路走

高，最终实现了

9

月“开门红”。 截至收

盘，沪指上涨

1.31%

收于

2924

点，深成

指和创业板指涨幅更大 ， 分别达到

2.18%

和

2.57%

。个股方面，两市超过

80

只个股涨停，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这

样的市况特征， 为后市

A

股市场走好

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昨日

A

股上扬跟金融委会议上提

及“让长期资金持续入市”有关。 在这个

会议上，针对资本市场，提出了以科创板改

革为突破口，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完善

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扎实培育各

类机构投资者，为更多长期资金持续入市

创造良好条件等等。 对于

A

股市场而言，

这无疑是重大利好， 同时也提醒投资者，

机构的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A

股市场“机构散户化 ”的投资风

格此前曾饱受诟病。 机构之所以会跟

散户一样只注重短线操作， 跟很多因

素有关，比如机构之间短期业绩攀比、

上市公司业绩地雷不断导致市场热衷

概念炒作等等。 而在完善基础制度以

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之后， 这些长期

困扰市场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实际上，从今年市场的走势看，这种

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 自二季度以

来，板块个股走势分化明显，其中有业绩支

撑且行业前景看好的板块个股，因受到机

构增持股价迭创新高，而业绩下滑明显的

个股如东阿阿胶则遭到机构大幅减持，导

致股价创出几年新低，这就是

A

股市场进

步的一种具体表现。

引导长期资金入市 ， 将有助于

A

股诞生出更多伟大的企业。 因为投资

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在于获取收

益，而要获取收益，必定会选择未来前

景看好的行业， 同时关注上市公司的

治理结构以及业绩表现。 而对于夕阳

行业，则会选择逐步退出。 这样的投资

机制， 就让资本市场跟实体经济结合

得更为紧密。 而在以炒概念为主的市

场中，则投资者因为信奉“乌鸡变凤凰”

的故事， 所以反而无心精选具备长期

投资价值的个股， 而是将资金投入到

ST

股中“赌”一把。

自

A

股纳入到明晟指数、 富时罗

素指数之后， 外资机构已源源不断地

进入

A

股市场， 随着更多长线资金入

市，

A

股的市场结构和投资理念也将出

现巨大的变化。 这样的大背景下，投资

者只有坚守价值投资，关注机构动向，

并立足于“长线”操作，才更有可能在

A

股的发展中分得一杯羹。 周伯恭

恒健控股入主易事特

涉嫌非法集资 证大公司法人自首

信息时报讯

重庆国资国企改革继

续加码。 重药控股 2 日发布公告称，公

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健康产业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化医集团通知， 经重庆市

国资委批准， 化医集团拟对健康产业

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通过重庆

联交所公开征集一名战略投资者，转

让健康产业公司 49%股权。

据公告，上述混改事项完成后，化

医集团将持有健康产业公司 51%股

权， 新进战略投资者则将持有健康产

业公司另外 49%股权。 重药控股的控

股股东仍为健康产业公司， 重药控股

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重庆市国资委。

挂牌信息显示， 标的股权的转让

底价为 41 亿元， 较评估值 29.23 亿元

溢价约 40.27%。

据上海证券报

重药控股拟混改引战投

市场观察

坚守价值投资

摩拜开启广州首次置换

新款单车“美团黄”亮相受市民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