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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威“借壳” 显神威 九鼎新材27个交易日15涨停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北上资金
重现单周百亿净买入

27 个交易日 15 个涨停， 股价狂涨
三倍，因为“
世界铜王”的入主，九鼎新材
（
成为近段时间
002201）
A 股市场绝对
的黑马。
盛宴”中，九鼎新材原
在这场涨停“
实控人顾清波成为最大收益者， 其通过
资本腾挪除已将 3 亿纯收益落袋为安
外，剩余股份也取得数倍增长。 另外，在
这场涨停潮中还可以看到散户和游资接
力的身影。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本周上证指数涨 2.6%，连涨
两周，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涨逾
3%。 在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消息
提振下，深圳本地股大爆发，从普
涨逐渐分化， 北上资金也积极参
与抢筹，偏好“
平安系”和“
招商
系”。 据统计，本周北上资金累计
净买入 112 亿元， 创下近两个月
以来单周最高纪录；进一步来看，
北上资金积极加仓绩优股， 但对
业绩爆雷的龙头股却持有微弱分
化态度。

再收7个涨停
8 月 23 日， 九鼎新材继续涨停收
盘，这已经是该公司 8 月 15 日以来连续
第七个涨停，报收 26.90 元，该价位也创
出九鼎新材上市以来的最高价。 而如果
从 7 月 18 日算起，27 个交易日之间九
鼎新材录得 15 个涨停， 股价整体涨幅
302.69%。 一跃成为今年 7 月份以来 A
股涨幅最大的大牛股。
究其原因还在于“
世界铜王”深圳正
威集团的正式入主， 九鼎新材也成为正
威集团实控人王文银在 A 股市场拿下
的第一个公司。 九鼎新材股价的一路狂
奔是从 7 月 17 日的一份公告开始的。
7 月 17 日晚间九鼎新材公告称，公
司实控人、控股股东顾清波正在筹划将其
部分股份转让给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
或其指定第三方，并表示可能涉及公司控
世界铜王”将正式入主九鼎新
制权变更。 “
材引起关注，而该方案也很快落地。
8 月 4 日晚间，九鼎新材即宣布，顾
清波与正威集团、王文银签署了《
股份转
让框架协议》及《
补充协议》。顾清波将其
占总股比
持有的九鼎新材 6500 万股 （
19.55%） 股份以 11.53 亿元的对价转让
给西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
西安正
威），转让单价 17.74 元/股。
交易完成后， 顾清波在九鼎新材的
持股降至 8.3%，其一致行动人江苏九鼎
持 股 10.75% 不 变 ， 二 者 合 计 持 股
19.05%。 西安正威持股增至 29.78%，成
为上市公司新的控股股东， 西安正威实
控人王文银成为九鼎新材新的实控人。
其实早在 2017 年时正威集团就已
经开始布局九鼎新材。 2017 年 12 月时，
西安正威以 3.4 亿元价格受让九鼎新材
占总股本 10.23%）股票，成
3400 万股（
为其第二大股东。
而且正威系人马还快速进入了九鼎
新材核心层，2018 年 1 月， 王文银成功
当选九鼎新材新一任董事长。此外，正威
集团还向上市公司派驻了另一位董事张
舒和一名监事张竹峰， 在六个非独立执

外资增量资金将至

翟超/制图 CFP/供图

行董事中占据两席，远超其股份比例。
张舒和张竹峰不仅均正威集团任职，
还都与王文银是亲属关系。
正威集团的入主之所以引起如此
大的关注，还在于公司的地位。正威集
团自从 2013 年进入《
财富》世界 500
强之后， 近几年便从未缺席。 7 月 22
日公布的 2019 年财富榜单中，位列第
119 位，营业收入 763.631 亿美元(约
合 5251.41 亿元人民币)、 利润 14.83
亿美元(约合 101.98 亿元人民币)。 另
中国民营企业
外在 2017 年~2019 年“
500 强” 榜单中正威集团稳居榜单前
5。 在《
2019 年胡润百富榜》中，王文银
家族以 1100 亿元财富排名大中华区
第 11 位，紧挨王健林家族，王文银也
世界铜王”之称。
有着“

原实控人成最大受益者
在正威集团入主， 股价连续暴涨
的同时， 九鼎新材原实控人顾清波也
进行着一系列的资本腾挪， 并成为最
大收益者。
2017 年 12 月， 在江苏九鼎第一
次将 3400 万股九鼎新材股票转让给

*ST信威复牌连续31跌停
昨放量成交3500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 严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
大牛股 *ST 信 威 （
600485）如 今 跌
落神坛，股价连续跌停。
眼下公司重组事宜仍在继续推
进，且尚存不确定性，未来发展外界
也一无所知， 这对于曾看好并重金
投资了这只股票的投资者而言，无
疑有苦难言。

*ST信威连续32个跌停
8 月 23 日上午，*ST 信威再度
一字跌停，截至收盘，仍有超 260 万
手卖单牢牢压于跌停板。 不过，*ST
信威 23 日成交额达 3480 万元，环
比增逾 10 倍。
这已是这只股票今年至今第
31 个跌停，创下了年内 A 股市场连
续跌停之最， 而若算上公司今年 7
月 12 日复牌前 2016 年 12 月 23 日
的那个跌停，公司已连续上演了 32
个跌停板。
回看当年，*ST 信威股价曾最
高上探至 68 元，公司总市值也高达
427 亿，而公司 8 月 23 日收盘价为
2.98 元/股，市值仅为 87 亿元，市值
已缩水约八成。
近期多家基金公司对 *ST 信威
估值进行了下调。 早在今年 2 月，海
富通基金、华宝基金、中信保诚基金
等公司对 *ST 信威的估值还在五六
元左右，但最近多只基金又再将其估
值进行下调， 新华基金公告 8 月 12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ST 信威
按照 2.37 元进行估值，并表示，必要时
将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同时浙商基
金最近也给出了 2.36 元/股的估值。 按
此价格，*ST 信威还有约 5 个跌停。

西安正威的同时， 也将同样多数量的股
票转让给了顾清波，同样作价 3.4 亿，价
格 10 元/股。
2018 年 1 月 2 日，九鼎新材再次公
告，江苏九鼎将其持有的公司 5200 万股
股份（
占总股比 15.64%）以 5.2 亿元的
对价转让给顾清波。 转让价格同样为 10
元/股。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顾清波以 10
元/股对价收购了江苏九鼎持有的九鼎
新材 36.1%的股权。 并且在今年 8 月又
将其中 19.55%的股权以 17.74 元/股的
价格转让给西安正威。
倒手之间顾清波已将 2.93 亿元净
收益落袋为安。另外，顾清波及其一致行
动人江苏九鼎集团尚合计持有九鼎新材
6333.09 万股。 以九鼎新材 8 月 23 日的
收盘价 26.90 元/股计算，顾清波及其一
致行动人剩余股份的市值超 17 亿元。而
在本次股权交易达成意向时的 7 月 17
日， 顾清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对应股
票的市值仅为 4.23 亿元，增值超 3 倍。
工商资料显示， 江苏九鼎的股东为
25位自然人，顾清波持股占比 52.62%，其
余 24 位自然人股东持股 0.6%~6%不等。
不过在今年 6 月 19 日和 27 日，顾
清波分别减持 332.47 万股和 664.93 万
股九鼎新材股票， 交易均价分别为 5.81
元/股、6.02 元/股，两次减持所得分别为
1931.59 万元、2001.41 万元。这是顾清波
三年内仅有的减持行为。 虽然减持均价
较低，但减持数量较少，在整个交易过程
中顾清波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当然正威集团共计花费 14.93 亿元
拟取得的 9900 万股九鼎新材股份，市值
已达 26.63 亿元，增值近 8 成。
另外，根据前十大股东持股变动，股
东陈小娟也精准加仓取得较好收益。 陈
小娟在 2018 年第二季度新进入九鼎新
材前十大股东， 持股 200 万股为公司第
七大股东，2018 年三季度时减持 16.5 万
股， 但在 2018 年四季度和 2019 年一季

度又先后增仓，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持
股 200 万股。

游资与散户接力炒作
九鼎新材的暴涨也成为散户和游资
共同的“
盛宴”。 根据 Wind 统计，九鼎新
材股东股数近段时间迅猛增长， 股东总
户数从 7 月 19 日的 15961 户增加至 8
月 20 日的 36146 户，增长 126%。
另外， 从交易所盘后公布的数据来
看，7 月 18 日以来， 九鼎新材成为各路
游资倒手的阵地，20 次登上龙虎榜，其
中不乏知名游资营业部的身影。
8 月 23 日当天，龙虎榜中各大营业
部买入量和卖出量均较大。 买入榜单中，
华泰证券天津东丽开发区二纬路营业部
买入 3398 万元最多；光大证券深圳金田
路营业部买入 2827 万元、 卖出 1502 万
元，本周（
8 月 19 日~23 日）该营业部从
未缺席九鼎新材龙虎榜； 东方财富证券
拉萨东环路第二营业部买入 2711 万元、
卖出 1815 万元，7 月 18 日以来，该营业
部 14 次登上九鼎新材龙虎榜。
卖出榜单中也同样呈现频繁出入，
且同时买进卖出的现象。 8 月 23 日，国
信证券福州五一中路营业部卖出 4369
万元，卖出最多；国泰君安兴义瑞金大道
营 业 部 卖 出 2254 万 元 的 同 时 还 买 入
1537 万元；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
二证券营业部在卖出 2068 万元的同时
买入 1739 万元， 该营业部自 7 月 18 日
以来 11 次登上九鼎新材龙虎榜。
在九鼎新材的游资序列中也不乏一
些老板“
敢死队”。 国信深圳泰然九路营
业部则是在 7 月 30 日登上龙虎榜，当天
买 入 329.48 万 元 ， 三 天 内 共 买 入 了
904.79 万元。 另外，平安证券深圳深南东
路罗湖商务中心营业部、 招商证券上海
牡丹江路营业部、 华泰证券深圳荣超商
务中心营业部、 国泰君安上海江苏路营
业部等，都参与了九鼎新材的炒作。

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以及广
东省和深圳市接连发布利好政策
下， 本周一创业板时隔 3 个多月
重返 1600 点，深圳本地股也集体
爆发， 超过 60 余本地股斩获涨
停，随后数日表现逐渐分化。
在此背景下， 互联互通市场
沪弱
成交活跃股，北上资金成交“
深强”特点显著，周内深股通累计
净买入近 69 亿元， 沪股通近 44
亿元。期间，8 月 23 日北上资金罕
见反超南下资金净买入规模，合
计超过 78 亿元，一举创下今年下
半年单日净买入次新高， 并在本
周累计净买入达到 112 亿元，创
下自 6 月底以来单周最高纪录。
后续三大国际指数公司将陆
续实施 A 股纳入、扩容计划。继 6
月份纳入富时罗素后，8 月 23 日
当地时间收盘后， 富时罗素将公
布指数季度调整结果， 届时中国
A 股 的 纳 入 因 子 由 5% 提 升 至
15%， 业内人士预计可以带来近
50 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另外，8 月 27 日 MSCI 季度
调整生效，A 股纳入因子将提升
至 15%；标普道琼斯指数也将于
9 月 6 日宣布纳入中国 A 股调整
名单，A 股纳入因子将达到 25%；
综合业内人士估算， 届时三者合
计带来配置 A 股的增量资金将
超过 300 亿美元。
实际上， 近期港股通净买入
规模遥遥领先，8 月以来累计净
买入累计 325 亿港元， 最新累计
净买入已经突破 9000 亿港元大
关，超过同期沪、深股通净买入规
模。 据 Wind 统计，A、H 股溢价率
持续走高， 相对低估值的港股吸
引内资配置。
广发基金国际业务部负责人
李耀柱日前向媒体表示， 目前
AH 股 溢 价 水 平 也 创 出 阶 段 新
高，H 股折价明显。港股部分银行
股相较于 A 股折价超过 20%，吸
引力较高； 港股的估值水平也已
处于历史低位，市盈率 9 倍，基本
和 2016 年水平一致，但目前的中

国经济基本面要优于当时， 港股整
体体现出较高配置价值； 南下资金
近期持续稳定流入，有抄底的迹象，
预计短期会对港股有一定支撑。

加仓深圳本地股
在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消息提
振下， 本周以来深圳本地股成交活
跃。 据证券时报·e 公司数据统计，
北上资金对深圳本地互联互通标的
期间累计增持超过 16 亿元，其中对
深圳本地股中“
平安系”和“
招商系”
偏爱有加。
自 8 月 16 日至 22 日， 北上资
金加仓平安银行力度最大， 规模推
算超过 10 亿元，而本周以来平安银
行 5 次登榜成交活跃股， 累计获净
买入约 13 亿元，位居首位。另外，北
上资金对招商蛇口以及招商银行也
纷纷出手增持， 期间增持金额均超
过 2 亿元。
在深圳本地股中， 北上资金在
上周出货了大批电子股， 其中大族
激光期间累计收涨， 北上资金持仓
减少了超过 1.7 亿元；和而泰、顺络
电子、景旺电子以及中兴通讯、工业
富联等均遭减持， 另外涨势突出的
深圳机场也被减持超过 1 亿元。

区别对待白马股
结合业绩来看，北上资金对业绩
失速的白马股减持态度坚决。 比如对
大族激光、三安光电等上半年净利润
下降超 50%的个股， 均迅速减持，期
间力度都超过 1 亿元；不过，万华化
学上半年净利润虽然同比下降 46%，
但北上资金却逆势加仓，据推算期间
累计增持超过 2 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万华化学作为
全球最主要的 MDI 供应商之一，上
半年销售毛利率受到 MDI 市场价
格下滑影响较大， 而下半年进一步
下降空间有限； 而且股票市盈率低
于（
申万）化工行业水平，具有安全
边际。
相反， 贵州茅台股价破千元、
连创新高背景下，北上资金本周以
来开始出货。 贵州茅台作为成交活
跃股累计遭减持超过 6 亿元，其中
8 月 23 日 沪 股 通 净 卖 出 约 9 亿
元，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单日最高
纪录。
整体来看， 北上资金对各行业
绩优龙头股标的还是持续看好，电
子股龙头海康威视就获加仓； 半年
报净利润同比增长七成的中国国旅
也获增持；房地产行业中，净利润同
比增近三成的万科 A 获增持力度
更大。

重组前途未卜
停牌 930 天 后 ，2019 年 7 月 12
日，*ST 信威终于复牌，但复牌后迎来
的却是股价的一泻千里与接连下跌。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统计发现，对于
复牌后股价的惨淡表现，*ST 信威今
年 7 月 17 日至今，已连续发出了 6 份
异常交易波动公告。 但这些异动公告
并未能阻止公司股价继续下跌， 截至
8 月 23 日收盘， 仍有大量卖单压于
*ST 信威跌停板。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以为公司 4
月宣布的重大资产重组能令投资者带
来一线新的希望， 但至今来看依然不
够明朗。
今年4月，*ST 信威公告称要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并且继续申请停牌，拟
收购的资产为实控人王靖和杜涛拥有
的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控股权或北京天骄旗下资产。7 月，*ST
信威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北京天
骄旗下核心资产为马达西奇公司，是
乌克兰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 目
前， 马达西奇公司全部股权暂时被冻
结。 而且公司尚未取得乌克兰政府的
反垄断审查批复， 重组推进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经公司核实，目前相关事项
尚在审核过程中，未取得最终核准。

两融扩容满一周 融资余额增逾200亿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本周， 是修订后的两融新规正式实
施的第一周。根据规定，除科创板外的 A
股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数量由 950 只扩大
至 1600 只， 沪深两市近一半的公司，都
可以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了， 其中上交
所新增 275 只，深交所新增 375 只。

融资余额增超200亿
周一借助诸多利好消息刺激以及两
融新规的正式实施，A 股市场大幅反弹，
当日两融余额大增 115.57 亿元，创 4 月
A 股调整以来最大增长量， 两融总额也
重返 9000 亿元上方。 其中融资净买入
108.05 亿元，融券余额增 7.51 亿元。
本周融资净买入合计 217.22 亿元，
为年内第 7 大单周净买入额， 融券余额
合计大增加 8.55 亿元。 融券余额与融资
余额相比，增长数额从数值上好像很小，

但融资融券推出近 10 年来，融券余额
在 7 月底因科创板上市才首次突破
100 亿元， 截至本周末也只有 125.36
亿元，本周融券余额增长了 7.3%。
分市场看， 本周沪市融资净买入
52.12 亿元，融券净卖出 6.76 亿元，为
年内第三大单周净卖出； 深市融资净
买入 165.1 亿元， 为年内第二大单周
净买入，融券净卖出 1.79 亿元。
申万28 个一级行业本周有 20 个
行业获得了融资资金的净买入。 电子行
业获得 36.36 亿元净买入，为融资净买
入最多的行业； 计算机行业获得 31.24
亿元的净买入，位列本周融资净买入第
二多的行业；银行业排第三位，为 13.29
亿元。 另外电气设备、化工、国防军工本
周融资净买入额也位居前列。
传媒行业本周被融资客大幅减
持，被净卖出 17.54 亿元，为净卖出最
多的行业。 有色金属、家用电气两行业
被融资客减持较多， 分别被净卖出

9.44 亿元、8.19 亿元。 另外，公用事业、食
品饮料、采掘、综合 4 行业也被融资客净
卖出超亿元。

新增标的获巨额买入
本周净买入额前 10 位的个股， 除了
平安银行净买入 4.87 亿元和欧菲光净买
入 3.43 亿元为原已有融资融券标的股外，
其他 8 股均为本次新增的标的股。 融资净
买入额前 10 的个股中， 只有中信建投 1
股为沪市个股，其他均为深市个股，其中
中小板 5 只，创业板 2 只，主板 2 只。
在新增融资融券标的中， 科伦药业
本周被融资客净买入 5.04 亿元，排在首
位。但较为悲催的是，周一融资客刚刚买
入 1.1 亿元，周二科伦药业就放量跌停，
全天成交 22 亿元。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
示， 两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卖出 1.26 亿
元， 深股通专用席位净卖出 1.39 亿元。
融资客并没有被汹涌的卖单吓到， 反而

逆市加仓 2.96 亿元，接下来的交易日继
续加仓。
与科伦药业相反，和而泰让融资客赚
得盆满钵满。和而泰本周合计被融资客合
计净买入 4.18 亿元， 和而泰本周也连续
放天量大涨 5 日， 其中周一和周五为涨
停，全周上涨 30.95%，成交 78.2 亿元，换
手率为 87.99%，股价创 4 年多来新高，回
到 2015 年 6 月历史高点附近（
复权）。
和而泰之所以吸引融资客青睐，与
它业绩长期稳定增长有关。 和而泰净利
润由上市初期 2011 年的 2328 万元增长
至 2018 年的 2.22 亿元，每年均实现正增
长，复合增长率高达 30%以上。 上周末刚
公布的 2019 年半年报显示，实现净利润
1.7 亿元，再次同比增长 31.85%。
猪肉价格近期创历史新高， 也吸引
着融资客目光， 正邦科技本周被融资客
净买入 4.11 亿元。 虽然正邦科技上半年
亏损 2.75 亿元，但比一季报亏损 4.14 亿
元已经大为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