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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监高一把手悉数换血 中国人寿三度举牌万达信息
从近期频繁的增持动作看，其目标或许已瞄向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距离第一大 一步之遥
继 9 月 12 日对万达信息持股达
到 14.77%，中国人寿继续增持这家创
业板企业。 昨日晚间万达信息公告显
示，截至 10 月 18 日，中国人寿及一致
行动人持股已达到三度举牌线 15%。
此前， 中国人寿曾有望通过股份
受让而直接入主万达信息。今年 6 月，
中国人寿本来已经与第一大股东签订
股权协议， 通过受让股权成为万达信
息第一大股东， 后又因对方未获债权
人同意而作罢。 从近期的频繁增持动
作看， 或许中国人寿仍在继续瞄准万
达信息第一大股东位置。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中国人寿
在股票市场的投资策略是圈定核心资
产、长期持有，多数是财务投资。 不过
对万达信息的投资则是战略投资，中
国人寿看重这家公司与其主业的巨大
协同空间。

竞价加大宗 步步为营
中国人寿 8 月 6 日对万达信息的
持股达到 10%后，还在继续对万达信
息进行增持。
先是 8 月 30 日， 万达信息公告，国
寿系增持至 12.73%。 随后在 9 月 12 日
晚，万达信息公告，国寿系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62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14.7749%。
10 月 20 日最新的公告显示，国
寿系截至 10 月 18 日合计持有万达信
息股份约 1.6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259%，持股数达到了三度举牌线。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二度举牌后继续
增持万达信息过程中， 中国人寿除了使
用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外， 还用了大宗
交易方式。根据其公告，9 月 11 日中国人
寿通过大宗交易增持万达信息 820 万
股，耗资 1.05 亿元，成交均价 12.8 元/股。

最新的权益变动后， 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不过，这使得
中国人寿距离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的
位置，更近了一步。
目前， 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上海
万豪投资所持股份为 20058.88 万股，
持股比例 18.24%。 这比国寿系多出
3570 万股，股比差距为 3.2 个百分点。
考虑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史一兵直
接持股约 551 万股， 史一兵通过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万豪投资有限公司
100% 的 股 权 ， 间 接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20058.88 万股， 史一兵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万达信息 20609.74 万股。
这比国寿系持股数多出 4100 多万股。
在公告中，中国人寿也表示，不排除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万达信息，不过
其提到了一个前置条件——
—估值适当。
公告显示， 中国人寿本次增持前
6 个月 （
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7 日）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
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万达信息股票
5751.317 万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5.2416%，成交均价 12.7882 元/股。
目前， 万达信息的最新价为 14.47
元，高于上述国寿增持时的成交均价，也
已略高于这一股权转让协议的意向价
格。 此前，国寿与万豪投资签订股权收购
协议时的每股收购价格为 14.44 元。

本意在协同 彬彬有礼
中国人寿对万达信息的持股，是
纾困”实现的。 2018
通过去年以来的“
年，为响应国家号召，中国人寿委托国
寿资产公司通过纾困产品“
国寿资产凤凰专项产品” 持有万达信息
5.0025%的股权。 2019 年以来，又通过

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买入方式增持该公
司股份。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 中国人寿与万
达信息大股东万豪投资原本已签订协
议，交易万达信息 5500 万股、约 5%的
股份，进而中国人寿取代万豪投资，成为
第一大股东。 不过随后由于附带的条件
未达成， 即万豪投资的此次股份转让未
取得债权人同意，因此，双方这一股份交
易协议也只得解除， 国寿的第一大股东
之位未能实现。
当时，在协议解除时，中国人寿即表
示，基于双方稳定良好的战略合作前景，
未来不排除通过其他方式增持万达信息
股份， 如二级市场增持或者是大宗交易
等方式。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国寿投资万
达信息，已不止一般的财务投资考虑，更
多的是战略意义的考虑， 认为在健康中
国战略和智慧时代趋势下， 与万达信息
存在巨大的业务协同空间。
万达信息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在
民生服务和智慧城市上积累了一定经验
和优势，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充分融合， 业务
领域涵盖卫生健康、 民生保障、 平安城
市、企业服务、电子政务，以及智慧城市
公共平台的建设与运营。

董监高换届 兵马已至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人寿虽然股权
比例尚未达到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之
位，但其已参与到万达信息的管理中，拥
有了堪比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万达信息
近日刚刚完成董监高换届， 国寿系拥有
了这家上市公司 1/3 的董事席位，同时，
向其派驻的新董事长、 监事会主席、总
裁，都为国寿系。
公告显示， 万达信息 10 月 15 日召
开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

券商大集合公募化改造陆续放行
未来有望即改即批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张婷婷
近期陆续有券商收到了旗下大集
合产品公募化改造的批文。其中，广发
资管旗下有两只大集合产品近日获
批，作为华南首批转型的产品，备受行
业关注； 中信证券公募化改造的第二
只产品也于 10 月 11 日正式拿到证监
会批文， 显然大集合公募化的改造步
伐明显加快。

广发资管
2只产品改造获批
作为在大集合产品方面有着丰
富积累的广发资管，旗下近日有两只
大集合产品拿到了转型公募化产品
的审核批文， 标志着华南地区首批
转型公募化的大集合产品改造正式
登场。
据了解， 广发资管首批两只参考
公募运作的大集合产品是广发资管乾
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和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分别定位为“
二
级债基”和“
混合偏股”型基金，由广发
固收和权益投研团队管理。
广发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集
合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券商资管重要的
经典产品线， 此次券商资管大集合公
募化改造产品的获批， 意味着公募化

改造将进入快车道， 也长期利好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中信证券
完成第二只产品改造
继首只变身公募化运作的大集合
产品成功发售仅一个月时间， 中信证
券公募化改造的第二只产品于 10 月
11 日正式拿到证监会批文。
据了解， 中信证券本次获批的改
造产品名称为 “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
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是
一只偏权益方向的混合型产品。 其前
身“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集合计划”曾获
得 “
2017 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
划”，长期业绩表现十分优秀。
10 月 22 日， 该产品将进入公募化
运作。 与同类型公募产品相比，该产品也
是目前第一只采用了业绩报酬与客户收
益同向激励机制的大集合改造产品。
公募化运作后，该产品的参与门槛
从 10 万元降至 1 元， 意味着有更多投
资者可以参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据
悉中信证券投入 4000 万元自有资金参
与该产品。

7000亿
大集合存量改造加快
有券商资管人士对记者表示，

与首批三家券商大集合产品公募化改
造批文同日下发不同， 后续大集合产
品改造可能走完流程就立即下发给
券商。
10 月 8 日， 中金公司官微表示，该
公司旗下大集合产品 “
中金增强型债券
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
中
金强债大集合产品”）公募化改造已获证
监会批文，并更名为“
中金恒瑞债券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9 月份，国泰君安资管、中信证券
资管以及东方证券资管的大集合产品
公募化改造均获得监管批文，其中国泰
君安资管首只参公管理产品 “
君得明”
开放日常申赎，共募集 122 亿元；中信
证券首只“
改造完成”的产品——
—6 个
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开 放 申 购 赎 回 业 务 ，3 天 募 资 超 1 亿
元；东方证券资管的“
东方红启元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也已
处于向存量客户征询合同变更意见的
阶段。
资管新规落地已满一年， 券商资管
业务持续去通道化，7000 亿大集合存量
产品公募化改造步伐加快。 各大券商大
集合产品存续规模有多少呢？
据记者了解， 目前广发资管存续的
大集合产品规模最大，超过 800 亿元；东
方资管存续的大集合产品总计 19 只，存
续规模在 150 多亿元； 中信证券大集合
产品存续规模约 200 亿元。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
管局批准 （
批准文号： 苏证监许可字
[2019]19 号），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我公司”）将撤销新时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东中路证券营业部
（
以下简称“
南京江东营业部”），届时南
京江东营业部经营场所将予以关闭并停
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
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南京江东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
移至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
东路证券营业部（
以下简称“
南京中山营
业部”）。 整体转移完成后，您将直接转变
为南京中山营业部客户， 由该营业部为

您提供后续服务。 整体转移后，您的资金
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保持不变，您
原先使用的交易方式、 委托电话及交易
软件等保持不变， 除本公告另有提示的
交易品种外， 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
不受任何影响。
二、如您不同意转移，可申请转入其
它证券营业部。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 由您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至南京江东营业部办理销户及撤
指定、转托管等手续或咨询营业部办理。
三、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指定、转托
管手续的客户， 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整体
转移为南京中山营业部的客户， 日后您
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该营业部办理相关

业务。
四、如您对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转移有
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399。
（
二）南京江东营业部地址：南京市
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 909-910 室；咨
询电话：025-66699720。
（
三）南京中山营业部地址：南京市
玄武区中山东路 147 号；咨询电话：02586969636。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厚爱，由于
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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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
举和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换
届聘任。 本次换届后，公司董事人数由 7
人增加为 9 人， 其中非独立董事人数由
4人增加为 6 人。

在 9 人董事会成员中，中国人寿派驻
的有 3 位，包括匡涛、胡宏伟、钱维章。 其
中， 匡涛为万达信息新一届董事会董事
长；胡宏伟为副董事长、总裁；钱维章为
董事。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匡涛现为中国

人寿集团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胡宏伟现
为中国人寿股份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总经
理； 钱维章现为中国人寿股份公司科技
总监。 而获任万达信息新一任监事会主
席的贺原， 现为中国人寿股份公司培训
部资深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