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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字”
涨停股来看，不管他们是“大鱼吃小
鱼”，还是“小鱼借壳给大鱼”，他们
都经历一个重组过程， 这也就给了
市场游资们炒作的话题。尤其是“土
豪” 涨停板敢死队们， 最青睐这类
“话题女王”股。

比如国泰君安深圳益田路证券
营业部和华泰证券深圳益田路证券
营业部，均现身多股龙虎榜。星辉车
模、奥飞动漫、圣莱达的龙虎榜均有
他们的身影。

近期，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
逐渐企稳，资本市场基本面和资
金面逐渐放松，加之债市经过急
速调整后部分风险得以释放，各
类债券的收益率都有大幅提升，
债基的长期配置价值凸显。记者
获悉，泰达宏利继泰达宏利聚利
分级债基之后再度强势出击，适
时 推 出 旗 下 第 二 只 分 级 基
金———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券
基金，该基金于10月24日正式发

行，投资者可通过中国银行等银
行、券商机构及泰达宏利直销系
统及时认购。据了解，泰达宏利
瑞利分级债券基金旨在有效控
制风险的基础上， 通过积极地
主动管理， 力求满足瑞利 A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稳健收益及流
动性需求，并满足瑞利 B基金份
额持有人资产长期稳定增值的
诉求。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本报10月24日讯 天舟文化
今晚发布三季报， 公司201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0亿元，
实现净利润799.85万元， 同比分
别下降了约10.6%、54.6%。

两个月以前， 天舟文化因收
购手游公司而引爆九个涨停板。
如今手游概念股纷纷回调，10月
10日至今，天舟文化已从最高的
51.12元回落至30.55元， 而同样
从10日走跌的拓维信息，截至24
日收盘，跌幅已达30%。

股价回落之时， 天舟文化今
年前三季度的业绩亦不甚喜人。

公司表示， 净利润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东方天舟、 云上森林两
家新增子公司形成的亏损和各项
费用投入在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
绩拖累较大。

面对较为严峻的业绩压力，
天舟文化正在积极调整公司内部
结构。 继上个星期宣布拟处置云
上森林和浙江天舟两家亏损子公
司资产后， 现又拟将北京东方天
舟77.5%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
股东天鸿投资， 同时注销全资子
公司湖南天舟教科公司， 缩减管
理费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沈栋

重组股上演涨停热潮
星辉车模复牌连续五涨停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这就
是资本市场的规则，
然而在A股市场中并
不完全按这个规则
走， 有大鱼吃小鱼
的，也有大鱼借小鱼
的壳进入市场的，乌
鸡变凤凰的故事不
断上演。这就给了市
场“丰富多样”重组
题材炒作，近期一股
重组炒作潮也悄然
上演。多只复牌股均
以“一字”涨停重新
上路， 如星辉车模、
奥飞动漫等。市场资
金为何对于重组复
牌股情有独钟？

… 股市大侦探

天舟文化前三季净利下降54.6%

本报10月24日讯 停牌一个
月的汉森制药终于揭晓谜底。公
司今日发布公告称，将出资2.8亿
元收购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
80%股权。此次收购，记者注意到
汉森制药是全部用现金收购，这
在当前风起云涌的医药行业并购
中并不多见。

“汉森制药自上市以来，我们
就希望通过行业并购实现跨越式
发展。为此，这三年以来我们考察
过的公司累计超过60家。”汉森制
药董事长刘令安说。

收购对象云南永孜堂制药，
2012年净利润为1300万元，2013
年1-9月， 公司净利润约为1000

多万元， 按此次收购的预评估价
格3.5亿元估算，其市盈率约为17
倍。

事实上， 生物医药行业已经
成为并购的主战场。 据兴业证券
统计，2013年1-9月份，A股上市
公司中， 医药行业发生了76起并
购交易，位居榜首。

除此之外， 汉森制药还发布
了三季度报， 报告显示前三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亿元， 同比
增长1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7125万元，同比增长21%。而
主打产品四磨汤口服液营业收入
为2.98亿元，同比增长17.89%。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志芳

汉森制药2.8亿元收购云南永孜堂

… 基金资讯

… 湘股动态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
型基金将于10月25日结束募集，
拟任基金经理黎海威表示， 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经济趋势
会更加明显，A股整体估值比较
安全，将采取稳步建仓的策略。据
了解，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
强型基金以沪深300为标的指
数， 同时通过量化投资优选个股
获得超越标的指数的收益率。景

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基金
中的部分资产将采用量化的手段
进行主动选股。 量化投资与基本
面投资的考虑角度非常接近，如
股票的成长性、估值，股东结构、
流动性以及盈利质量等等， 量化
投资的优势在于客观、 比较大范
围集中信息， 将传统选股的历史
经验抽象出来加入模型， 而且充
分考虑风险和交易成本。

景顺长城一基金今日结束募集

泰达宏利“债”次出击

今年来手游概念成为
A股“重磅炸弹”，沾上一点
火药，就会爆炸。此前中青
宝牛冠A股，湘股天舟文化
也不甘示弱。近期，星辉车
模复牌连续一字涨停，此外
还有奥飞动漫、梅花伞也上
演着同样的剧情。

坐上手游这班车，就是
坐上了火箭，股价就得直线
飙升。星辉车模10月18日复
牌，即宣告“一字”涨停，而
且一口气就是4个。 直至24
日才打开涨停板透透气，但
很快便关上了。投资者即使
发现了，也只能望洋兴叹。

10月18日，做玩具模型

的星辉车模发布了收购网
游天拓科技的信息，两个月
前星辉车模才买下畅娱天
下和广州谷果的部分股权。
此外，近期搭上这班车的还
有奥飞动漫、梅花伞，两股
复牌均迎来了“一字”涨停，
丝毫不受大盘回调的影响。

然而，此前已经历爆炒
的中青宝、北纬通信、人民
网、天舟文化，近期则陷入
了回调的泥淖中，其中中青
宝和天舟文化累计跌幅接
近40%。 有业内人士指出，
这类个股涨得快， 跌得也
快，投资者进出场动作必须
要快。

手游重组最为火爆

IPO停发已超过一年时
间，那些对融资“如饥似渴”
的拟上市公司急寻出路。而
借鸡生蛋、凿壁偷光的曲线
上市方式，成为他们在A股
市场融资的唯一渠道。

本来是“大鱼吃小鱼”
的规则也被打破， 一些规模
更大的公司借助ST股， 或者
业绩并不太好的中小上市公
司成功登陆A股现象近期是
频频出现。尤其是年末将近，
一些为了保住“壳资源”ST
公司，更是加快推进重组。

如湘股中的*ST天一，
在经历三次重组失败后，终
于迎来了上海的景峰制药
借壳重组， 并且以80.44%
的赞成率获得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这也意味着其翻身

之时逐步临近，只等证监会
审核通过。而其股票也应声
上涨， 自9月30日复牌以来
便实现7个一字涨停，最终8
个涨停才开始调整。

而近日刚刚复牌的宁
波圣莱达， 股价已连续5个
“一字”涨停。据公司公告称
拟向控股股东宁圣利达出
售除1.4亿元货币资金以外
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的同时，
圣莱达将向祥云飞龙的全
体股东，以8.3元/股的价格，
发行7.59亿股购买祥云飞
龙100%的股份。

此外还有今年很有可
能面临ST的联合化工，也
将自己的壳买给了江西合
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价也已有两个“一字”涨停。

借壳重组成上市近路

案发
现场

那么，作为“屌丝”的普通投
资者，如何从中掰下一小块蛋糕？
国金证券高远认为， 可以通过公
开消息找寻那些有潜在重组预期
的股票，比如大集团小公司，或只
有壳无实质业务， 或者准备摘帽
特别是主营产生变化的ST公司。
举例来说， 像三联商社、 多伦股
份、 金丰投资等都是一些有代表
性的潜在重组股。

此外， 可以针对已经公告了
重组公告的公司， 在适当的阶段
仍可以参与， 毕竟股价是有波动
的，而且重组也是有过程的。比如
像尤洛卡、 新亚制程等已经公开
了消息， 在后期股价回调的过程
中，普通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有些
重组股复牌后连续涨停后仍有一
定机会， 但前提是当期的市场比
较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文成

侦探
点评

涨停敢死队
现身多只重组股

作案
痕迹

三类公司
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