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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诗柳 ）

董事长“信口开河”

向股民道歉。 嘉化能源9月2日发

公告称， 公司董事长因个人发表

了关于公司有关分拆上市的不当

言论， 对市场和投资者造成了影

响，因此向广大投资者道歉。

9月1日嘉化能源董事长管建

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嘉

化能源磺化医药业务技术处于行

业前沿， 也不存在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 的确符合科创板企业申

报条件”， “在分拆上市政策细

则落定后， 我们希望能尽快赶在

第一批报备”。 话音刚落， 嘉化

能源9月2日早间就紧急发布了澄

清公告： 分拆上市征求意见稿尚

不明确， 公司相关事项也未履行

相应程序， 且公司有关事项尚未

满足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要求， 公

司董事长个人就发表了相关不当

言论， 就此言论对市场和投资者

造成的影响， 公司董事长管建忠

先生向广大投资者致以真诚的歉

意。

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上市公

司董事长“信口开河”的例子并不

少。2017年底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

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定下2000亿

元“小目标”，而数据显示，泰禾集

团2018年的销售额为1300多亿元，

离2000亿元的“小目标”差之甚远。

除了黄其森， 康恩贝董事长胡季

强， 也曾先后在公开场合夸下海

口。2017年9月30日，某微信公众号

刊发了胡季强的一次公开致辞，

表示十年后公司要达到千亿目

标， 不过随后康恩贝发布澄清公

告称董事长个人言论不构成承

诺。 除了公司业绩，还有关于公司

地位的发言， 也常常令上市公司

发布澄清公告， 比如2017年9月24

日， 宝泰隆董事长焦云在出席南

京市石墨烯创新大会期间， 在媒

体专访时声称公司“石墨烯产量

及产能居全国第一”，不过随后即

被公司否认。

公司董事长在公开场合信口

开河，可能只是过了一把嘴瘾，但

上市公司却不仅需要为此发布澄

清公告， 有些甚至可能涉及法律

违规的问题。 资深投资人梁沛颖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对于公司业绩或影响投资者

判断的情况， 按照规定在指定媒

体公告前， 上市公司高管不得透

露， 否则就可能涉及信批违规问

题。 此外信口开河若引起股价大

幅度波动， 一旦被判定为操纵股

价， 则投资者因高管虚假陈述买

入股票受损，都可以向公司索赔。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诗柳）

格力电器意向受让

方名单出炉了。 格力电器昨日公

告称， 截至 9 月 2 日共有两家意

向受让方向格力集团提交了受让

申请材料， 分别为珠海明骏投资

合伙企业， 以及格物厚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与 GENESIS FINAN－

CIAL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组成的联合体。

两家意向受让方背后的身份，

分别是厚朴资本与高瓴资本。 意

向受让方出现二者身影并不意外。

今年 5 月份， 格力集团召开意向

投资者的见面会， 厚朴资本、 高

瓴资本均在其中。

信息时报记者注意到， 在今

年 4 月份格力公布股权转让方案

后， 多方声音认为以董明珠为首

的高管可能接手， 不过从目前意

向受让方名单来看不太可能。 尽

管不能接手格力电器控股权， 董

明珠仍担任公司重要管理层 。

在今年 1 月份的董事会换届选举

中， 董明珠再次当选格力董事长，

将带领格力走进下一个三年。 德

邦证券研报称上述两家公司无论

谁接盘格力都只是一个开始， 资

本入局后与以董明珠为手的管理

层如何相处， 是个值得观察的问

题。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表示，

对于普通的股东来说， 比较希望

新股东能改善格力电器的公司治

理结构， 目前两家意向受让均符

合期待。 刘步尘表示， 新股东入

局后， 短期内谁都不愿意看到格

力电器出现巨大的动荡， 希望保

持一个平稳的过渡和发展。 但在未

来发展中涉及战略层面的问题， 新

股东肯定会发表意见， 董明珠的决

策风格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不出意料的话， 股权受让方将

在上述两家公司之间产生， 但仍然

存在不确定性。 公告称， 格力集团

将尽快组织评审委员会对两家意

向受让方进行综合评审， 按照有

关规定， 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

础上择优选择受让方， 并与最终确

定的受让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

份转让协议》。 该协议内容是双方

权利义务的最终约定， 以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权政府

部门审批通过为生效条件。 若综合

评审没有产生意向受让方， 格力电

器将重新公开征集受让方或终止

本次股份转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股价刚创新低的小米集团， 于昨

日港股开盘前发布了有关公司董

事会拟按最高总价120亿港元购回

股份的公告。 一开盘， 小米集团

股价便上涨3.7%。

记者梳理发现， 今年1月起小

米集团就开始了回购公司股份的

行动。 小米集团中报显示， 今年1

月、 6月和7月小米集团分别累计

回购了1997.22万股、 9792.78万股

和761万股的公司股份， 合计回购

金额将近12亿港元， 已占最高总回

购资金的10%， 其中6月回购次数

最为密集， 次数高达17次， 累计回

购金额为9.25亿港元。

对于回购的意义， 小米集团

董事会表示， 在现况下进行股份

购回可展示公司对自身业务展望

及前景充满信心， 且最终会为该

公司带来裨益及为股东创造价

值。 西南证券分析师陈杭认为，

小米集团公司从6月初股价底部

开始坚定进行回购， 至6月28日

完成6月份第17次回购， 股价从

底部最大反弹幅度已超过15%， 彰

显了公司对自身业务发展和前景

的巨大信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上市公

司回购公司股票除了能表明公司

看好自身企业的发展前景， 还能

向市场传递当前公司股价被低估

的信号。 事实上， 今年以来， 在

业绩上“得意” 的小米集团却在

股价上尝到了“失意”。 从财务状

况来看， 今年1-6月小米集团实现

营收957.1亿元和净利润57.2亿， 两

大指标同比均实现双位数增长。

但是， 稳健增长的业绩也挽救不

了小米集团股价下行的趋势。 从

二级市场上看， 小米集团年内已

下跌了32.28%， 目前最新股价为

8.7元， 较发行价 17港元下跌了

48.82%。 而在实施回购股份的月份

中， 除6月微涨4.38%外， 小米集团

的股价分别在 1月和 7月下跌了

23.64%和9.5%。

不过， 受此次回购消息的刺

激， 昨日小米集团高开3.7%， 报收

8.7元， 上涨4.19%， 全日成交额达

16.06亿元， 最新总市值为2086亿

元。 而此次回购消息披露的前一

个交易日， 小米集团以8.28元的股

价创出历史新低。

9

月一来开门红， 这与

8

月一上来就连续下

跌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对

9

月份的预期，是初期

向上，但随着时间窗口到来，最终可能仍以震荡

形式为主。投资者不应以短期的强弱而“见风就

是雨”，应结合成交量做综合预判。 市场若持续

放量上行，则可跟随趋势看多；若上行而量能不

济，则继续原先的逆市战术。 不因浮云遮望眼，

谨慎看多较相宜。

股市走好需要持续的赚钱效应逐步扩散，

而赚钱效应来自于先锋板块的持续走强。 就眼

下的盘面看， 军工股和科创股正在往这个方向

努力。 不过，前者是不是阶段性的题材（之前我

们提示过军工的主题投资性质），还是能成为持

续好行情的先头部队？ 由于目前正好落在时间

窗口之中，因此我们暂时对“主题”性质不做修

正。 科创股的概念在这里涵盖了科创板和创业

板等市场中的科技股，这个板块可谓应运而生，

科创板的平稳面世， 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高度扶

持， 都给予了这个板块可以长期看好的充分理

由。只是对其投资风险的把控，需要监管层对现

有各项制度逐步完善之后，才具更多的确定性。

而目前监管层在注册制带动下的其他配套

制度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如严格

信披制度、退市制度，以及提高违规成本，都在

逐步落实之中。 科创板中不时有撤回的公告，显

示了那些 “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缺憾公

司， 迫于主体职责的重大， 开始掂量自己的斤

两，宁愿谨慎从事，而不愿铤而走险。

入口处把住了那些蠢蠢欲动的欲望， 对市

场引入清流，有助于帮助市场走出“劣币驱逐良

币”的怪圈。 毕竟，过往的经验表明，市场信心的

时有时无，投机风气的无时不有，都是由于不规

范上市公司的“胡作非为”所致。

这个市场长期存在的大问题解决了， 市场

的投资功能也将步入正轨。这个时候，好股票的

长期受宠和坏股票的长期乏人问津， 应该是同

时存在着的。 市场高企的同向波动率将逐步被

分化所代替，此时，即使牛市行情来了，择股依

然是一件需要谨慎从事的事情。

依此逻辑，在科创股中寻宝，将是未来较为

确定的获利途径。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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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集团拟120亿港元回购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