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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首例因重大违法

事项退市的上市公司或许就要来了。

*ST 长生昨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暂

停上市到期后， 深交所将在十五个

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

市的决定。 分析人士认为， *ST 长

生退市是大概率事件。 A 股首例因

重大违法事项退市的公司出现， 标

志着 A 股退市制度已经进入全覆盖

的新阶段， 这有利于加速出清有重

大违法事项的问题公司。

去年 10 月 16 日, *ST 长生全资

子公司长春长生因疫苗造假事件被

国家药监局处罚， 造假行为也触及

了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

形， 随后深交所启动了对 *ST 长生

重大违法退市机制。 今年 3 月 15

日， *ST 长生正式被暂停上市， 暂

停上市期为 6 个月。 如今暂停期届

满， 深交所将对其作出是否退市的

最后决定。

在去年 *ST 长生被国家药监局

处罚后， 中国证监会对现行涉及重

大违法公司的强制退市规定作出修

改， 明确规定将涉及国家安全、 公

共安全、 生态安全、 生产安全和公

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纳入到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的情

形中来。 随后去年 11 月 16 日， 沪

深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 并修订完善

相关规则办法。 当天， 深交所就根

据最新的实施办法， 启动了对 *ST

长生重大违法退市机制。

分析人士认为， *ST 长生是大概

率事件， 这也意味着它开了 A 股因

重大违法事项退市的先河。 前海开

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信息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证监会

发布了关于修改退市制度的决定，

这个决定增加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等内容， 标志着 A 股退市制度已经

进入全覆盖的新阶段， 退市渠道或

方式更加多元化。 伴随着退市制度

更加严格， 有利于加速出清 A 股问

题公司， 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此类

退市案例出现。

*ST长生或因重大违法退市

因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等权重股

大幅高开，昨日三大股指悉数高开。 不

过高开之后即开始在盘中展开震荡，最

终沪深主板股指均大致以平盘报收，只

有创业板指小幅上涨了

0.22%

。

从盘面上看， 两市个股涨跌互现，

不过涨停个股少于

50

只， 说明个股赚

钱效应有所消退。 但由于成交量继续放

大，显示交投依然较为活跃 ，这样的情

况下，对后市的看法仍可偏向乐观。

昨日大盘走势震荡，跟“石化双雄”

大幅高开有关 。 通常情况下 ，“石化双

雄 ”一旦大幅上扬 ，其他板块往往会趁

势回落。 也正是这种“跷跷板”效应，才

使得大盘走势显得更为平滑。

沪指昨日最高点位为

3042

点，而

7

月份高点为

3048

点， 所以对于昨日的

盘中回落，可视为是试探性冲击前高后

的正常回落 ，只要回落幅度有限 ，在关

前蓄势之后，预计向上突破将成为大概

率事件，只是突破之后能否站稳尚需观

察。

国庆长假前只剩

10

个交易日 ，通

常在长假到来前 ， 市场都难有大的表

现， 大盘更大可能是选择继续震荡，等

到长假前最后一两天或是长假后再作

出方向性选择。 从市场近期的走势看，

沪指围绕着

3000

点整数关口展开震荡

的可能性较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会

缺少交易机会。

只要大盘不出现大幅杀跌的情况，

对于已经展现强势的板块而言，有可能

继续走出像样的行情。

尽管三大股指均未创出年内新高，

但高科技板块中，芯片、人工智能、华为

概念、小米概念等板块却都已经创出年

内新高。 这说明大盘震荡之时，并不意

味着市场缺乏机会，关键在于如何选择

强势板块和强势个股而已。

短线而言，因为上述板块刚刚创出

新高 ， 一骑绝尘快速向上的可能性不

大，围绕着前高展开短时间整理的可能

性较大。 在板块整理阶段，前期涨幅巨

大且市盈率高企的个股可能出现回落，

而业绩具备支撑此前又尚未大涨的，则

可能展开上涨。 所以对于已经创出新高

的强势板块，不妨重点关注涨幅落后的

绩优个股。

就长期投资而言，无疑应继续锁定

高科技和消费两大领域，尽管这两大领

域中不少个股涨幅已大，但由于这些领

域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 只要是行业龙

头 ，就必定能享受到巨大的红利 ，这样

的背景下，它们的股价也有望不断创出

新高。

周伯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凯

恩股份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凯恩集

团决定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目前累计

增持股数为 0 股。 按照原本的增持计

划， 凯恩集团本应在 2018 年 1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 月 12 日，利用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凯恩股份不超过

3%的股份。

对于终止增持原因， 凯恩股份

在公告中表示， 控股股东凯恩集团

经过近几个月全力以赴筹措资金，

于今年 5 月解决了股权质押问题，

化解了风险， 凯恩集团所持公司股

份的质押率从 99.76%降至 8.03%， 但

凯恩集团现阶段已无法再筹措足够

的资金执行增持计划。 目前， 该议

案已通过董事会审议， 并提交 10 月

8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质押率已降

至 8.03%， 凯恩集团仍无法通过质押

融资的方式来推进增持计划的实施。

今年 5 月， 凯恩集团归还了借款，解

除了 6120 万股公司股票的股权质

押，但因诉讼缠身，凯恩集团对凯恩

股份所持的 17.59%股权全数被司法

冻结，无法进行质押融资。 此外，凯恩

集团还背负着上亿的债务。 凯恩股份

2019 年半年报显示，期末凯恩集团未

清偿的到期债务为 4.76 亿元，较年初

的 6726 万元增加了 607.7%。

同花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共有

6 家上市公司停止实施了股票增持计

划，而停止实施的原因多是“资本市

场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融资环境等客

观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不过也有因

“公司暂停上市”、“增持计划实施期

内空窗期较多”等终止增持计划。 以

易事达为例，由于增持计划实施期内

窗口期较多，且近期股票价格持续超

过增持计划价格上限，公司实控人无

法实施增持计划，因此决定终止实施

增持计划。

凯恩股份控股股东增持终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昨日，跨

境通连发两则公告，一则是实控人终止了

与金舵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另一则

则披露了新兴基金将入股跨境通、可能成

为拥有表决权数量最多的股东。

公告显示，跨境通实控人杨建新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交易各方未能对交易方案

内容达成一致”为由，终止了与金舵投资

签署的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框架协议。

同时，又与新兴基金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议》， 将合计持有的 6.55%公司股份转让

给新兴基金， 并将其合计控制的 15.47%

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新兴基金。若交

易顺利实施， 跨境通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杨建新、樊梅花夫妇不再是实控人，新兴

基金将以 22.02%成为跨境通拥有表决权

数量最多的股东。 公告表示，双方将力争

在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相关协议的签署，

并争取在 10 月 31 日前完成股份转让交

易过户及股份转让款的支付。

两则公告发布后，跨境通实控权的受

让方将由泸州市国资委变为广州国资。资

料显示，金舵投资是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最终控制人为泸

州市国资委，而新兴基金控股股东为广州

开发区产业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实

际控制人为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值得一提

的是，早在 2018 年跨境通实控人杨建新、

樊梅花夫妇就有意出让跨境通的实控权。

2018 年 4 月，杨建新、樊梅花夫妇拟将跨

境通 7.27%的股权以不低于 28 元/股的价

格转让给徐佳东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但后

来双方因考虑到公司现状又协商撤回了

表决权委托协议。

从财务状况来看， 跨境通在 2018 年

及今年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6.23

亿元与 4.6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了 17.07%

与 9.25%。 今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9677 万元。 记者注意

到，跨境通曾于今年 3 月份在互动平台表

示，由于公司去年末资金链紧张，公司控

制了业务发展节奏，以应对短期公司面临

的困难， 目前公司已在积极解决资金问

题，随着融资逐步到位，公司业务也将恢

复到合理增速。

信息时报讯（见习记者袁婵 记者

梁诗柳）

上市公司二股东谋求董事席

位再次被否。 *ST 中捷昨日公告称，

公司二股东宁波沅熙提请董事候选

人的临时提案因不满足《公司章程》

规定，董事会认为不宜提交给即将召

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郁洪良、董事王端

于今年 5 月和 9 月先后辞职，*ST 中

捷决定于 9 月 25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补选董事及独立董事。 其中，已被

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张炫尧为 *ST 中

捷控股股东中捷环洲提名推荐。 二股

东宁波沅熙也试图争夺空缺的董事

席位。 据介绍，9 月 12日，宁波沅熙向

*ST中捷董事会送达临时提案， 提请补

选余雄平为董事的议案， 提议在即将

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进行审议。

对此，公司董事会否决了二股东的

临时提案。 昨日公告显示，*ST 中捷

董事会认为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持

股 15%以上的股东委派代表进入董

事会， 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 20日书面

向董事会提出，并提交有关材料。 二股东

提请临时议案不满足提前 20天的时间

规定，由此，董事会认为不宜提交给即

将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ST中捷二股东谋求董事席位再被否

新兴基金将

入主跨境通

大盘高开震荡关注强势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