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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广东省科学院

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9 月 10 日上午，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

广东省科学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就

金融助力科技创新达成合作意向。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核心技术育成孵

化、联合成立科创基金、省内科研机构金融

服务一体化等领域展开深层次合作， 通过

科技金融的有效结合， 为实体经济提供金

融服务，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为广东

省产业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合力。

近年来，民生银行聚焦科技赋能金融创

新服务模式， 针对科创类成长客户推出了

“萤火计划”，以“认股选择权+综合金融服

务”的模式支持科创企业的发展壮大。民生

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黄红日在发言

中表示， 作为民生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

的主力军，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将以加强科技

金融创新服务为己任、 不断提升对科创型

企业的支持力度。 他表示， 本次战略合作

协议的缔结就是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积极落

实上述责任理念的又一重要举措， 双方将

共同搭建科创与金融全方位合作的平台。

广东省科学院是国内一流的省级科学

院，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赋予的“一个定

位，三个目标”，聚焦广东产业创新发展，以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为抓手， 聚集创新

资源要素，在广东省建设科技创新强省、推

动区域创新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广东省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廖兵在发

言中指出， 广东省科学院与民生银行广州

分行的合作由来已久，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已在资金管理、资金增值、初创企业融资服

务等广泛领域为省科学院给予了强有力的

金融支持。

本次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开启了民

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广东省科学院深化战略

合作的新篇章，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主动

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相关要求，积极探索

科技金融新模式，促进政策链、创新链、产

业链、资本链、信息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服务广东省内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据了解，银华新经济 ETF 主要投资于

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 ETF，

该标的 ETF 则跟踪标普新中国行业指数

（A 股上限）， 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在香港

联交所上市交易。 标普新中国行业指数是

全球范围内上市的中国优秀新经济企业的

集合， 它以标普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总市

场指数成份股为备选样本股， 从中选出可

以反映中国新经济增长相关行业的、 市值

不低于 25 亿美元且近三个月日均成交量

不少于 800 万美元的标的， 覆盖港股、美

股、沪市、深市四大市场，前十大成份股囊

括了中国新经济中优秀的互联网、科技、消

费、金融龙头公司，如阿里巴巴、腾讯控股、

美团点评等。

放眼全球， 跨市场投资是把握中国新

经济投资机会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以在美

中概股为例，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在美国

上市的中概股共有 248 家， 总市值达 1.6

万亿美元， 相当于港股总市值的 35%及 A

股总市值的 17%。从中概股行业分布来看，

TMT 行业占比接近 70%。 这意味着在美

中概股不仅量大，且质量优秀。

良好的基本面也令标普新中国行业指

数表现出了优秀的收益能力。Wind 数据显

示， 截止今年 8 月 31 日， 该指数自基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以 来 累 计 涨 幅

201.83%， 表现大幅优于 MSCI 中国指数

（52.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20.62%）、沪

深 300（57.18%）等指数。 作为业内综合实

力领先的基金公司， 银华基金对各类资产

均有良好的管理能力， 截止今年 8 月末全

口径管理规模已达 7900 亿元，且长期管理

业绩优秀，并于今年第七次荣获“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称号。银华基金旗下量化管理团

队拥有成员近 30 人， 管理规模近千亿，是

业内最专业、成熟的量化团队之一。通过量

化团队精细化的管理，银华新经济 ETF 可

望成为投资者全域布局中国新经济资产的

高效工具。

首批深港 ETF互通产品起航

银华新经济 ETF正在发行

A股国际化又向前迈进一步。作为首批深港 ETF互通产品，银华基

金旗下银华新经济 ETF（场内简称：新经济，代码：159822）从 9月份 11

日开始正在发行，此类产品旨在进一步推动深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丰

富跨境基金产品体系，为两地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的投资选择。

千山退正式告别A股市场

较最高价下跌99.8%，成史上表现“最差A股”

□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9月 15日，千山退（即“千山药机”）正式告别 A 股市场，股价最终停留

在 0.19元，总市值仅为 6867万元。该股最高价曾达 76.29元（复权），最后

还不到 2毛钱，跌幅高达 99.8%，成史上表现“最差 A 股”。 其董事长刘祥

华，已被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股价创A股退市最大跌幅

9月15日是千山退在A股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收盘报0.19元，总市值仅剩下

6867万元。 自2015年6月初76.29元高位

以来， 跌幅高达99.8%， 成为史上表现

“最差A股”。

9月14日晚， 千山退公告称，7月14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湖南千山制

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

决定》。 之后根据流程，千山药机在8月5

日变身“千山退”复牌，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 9月15日为最后一个交易日。

公告表示，千山退在退市整理交易

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而此时， 千山退已连吃29个

“一”字跌停。 根据相关规定，深交所创

业板不接受公司股票重新上市的申请，

公司股票退市后，将不能重新上市。

不过，就退市的前一天，千山退还

有资金“博傻”。 有网友表示：“千山药机

都要退市了，竟然还有资金买入，这种

就是‘不作不会死’！ ”

9月14日，盘后龙虎榜显示，全天成

交额为467.27万元， 当日两个机构专用

席位出逃，共卖出63.5万元，但有疑似游

资席位湘财证券长沙韶山路营业部买

入38.02万元。 此外，一机构席位东北证

券湖南分公司买入30.4万元。

然而，更多的散户则被套了。 Wind

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千山退有4.82万

户股东。

千山药机起家于制药专用设备，

2011年登陆A股。 2015年，千山药机经营的

业务也向当时市场中的火热概念“基因检

测”“可穿戴设备”等靠近，一度获得热捧，市

值曾高达280亿元。 董事长刘祥华还喊出过

“打造千亿市值大健康公司”的口号。

然而，企业的实力不是靠“喊”出来的，

也不是靠炒作概念获得的， 一切还得靠业

绩说话。 2019年，千山药机实现营收1.98

亿元，同比下降1.63%，净利润却亏损高

达7.85亿元。 而在2015年~2018年，千山

药机已连续4年实际净利润为负。

曾陷年报造假、占用资金风波

如今闹到退市的千山药机曾是创

业板“明星股”， 市值一度逼近300亿

元。

然而，千山药机自2011年上市后，

就开始了疯狂并购，子公司数从3家增

至26家。 董事长刘祥华更是紧跟股市

热门题材，先后转型基因测序、进军大

健康领域……

2014年， 千山药机收购宏灏基因

进入基因检测领域。 当时A股并购成

风，公司的扩张拉动股价显著。短短一

年半时间， 公司股价已达76.29元，涨

了近13倍。

此后， 刘祥华更是迈开了步子。

2015年， 千山药机收购了5家公司，还

新设立了3家公司，全年对外投资额约

7.32亿元， 同比增长近6倍。 2011年~

2015年， 千山药机的净利润由5155万

元增至1.99亿元， 创上市以来最高净

利润。

但是， 高溢价并购的弊端很快就

显露出来了。 千山药机2015年以5.56

亿元收购的乐福地， 承诺的业绩并未

达标且在下滑；收购的德国R+E公司，

2016年就资不抵债被申请破产清算

……

据了解， 千山药机的收购款依赖

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2013年~2016

年，公司负债率从28%飙升至68%。 而

在并购最疯狂的2015年， 公司净利润

却同比下降55.57%。

千山药机为了筹集资金推进并

购， 还曾3次定增， 但均以失败告终。

2017年，千山药机终于遭遇债务逾期，

亏损高达3.324亿元。

在证监会立案调查之前， 刘祥华

曾表示千山药机资金链出现了大问

题，“不少到期借贷面临续贷周转甚至

断贷，我们转向了小额借贷、短期过桥

资金，用这些资金在周转，最后加剧了

资金链断裂。 ”

据证监会披露，2015年， 千山药

机虚构销售回款、虚减应收账款及

坏账准备，虚增销售收入，当年虚增

的利润占当年年报披露利润总额的

95.76%。

2016年， 千山药机虚增利润3.57

亿元。2017年，千山药机实控人刘祥华

及其胞弟刘华山通过关联方， 实际违

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10.12亿元。

公司连年亏损最终沦为退市股

千山药机退市的原因是， 从2017

年开始连续亏损3年，净资产常年为负

值，“会计事务所连续3年都无法表示

意见”。 也就是说，公司的财报连会计

事务所都看不下去了。

2017年~2019年，这家公司分别亏

损3.24亿元、24.66亿元及7.85亿元。 今

年一季度，再亏1.7亿元。

2017年，千山药机债务危机爆发。

2018年1月，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千山药机接到证监会下发的《调查

通知书》。自2018年起，千山药机就陷入业

绩巨亏、连环诉讼、账户冻结、立案调

查、质押爆仓的泥潭，不断提示风险。

2019年5月13日，千山药机股票暂

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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