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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计划“缩水”马云加持的分众传媒缘何临时变卦？

东河股份2017年赚近千万
财通证券公告称，财通证券系东河

股份的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过程中获
悉东河股份控股股东连星坛，被重庆市
开州区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立
案侦查。

就有关东河股份控股股东涉嫌被经
侦立案的重大事项，主办券商已向当地经
侦部门进行核实，但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东河股份控股股东尚未收到经侦立案
通知，相关立案决定书尚未公布，东河股
份尚未就该事项进行说明。

主办券商财通证券提醒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
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东河股份成立于2006年3月7日，总
股本达9350万股，注册地在重庆市开州
区，主业为水力发电，2017年 5月 2日挂
牌新三板。

东河股份 2017 年实现营收 2930 万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25.42万元。

东河股份2018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7.63万元，同比去年上半年1373.31万
元，下滑 25.9%；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07.73 万元，同比去年上半年
480.24 万元，下滑 56.75%；每股收益为
0.02元。

涉事人出任董事长已经6年

公开资料显示，东河股份控股股东连
星坛，男，汉族，1956年 6月 1日出生，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连星坛任东河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
职务，持有东河股份87.72%的股权，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从简历来看，连星坛 1978 年 2 月—
1982 年 2月浙江省财经学院学习，1982
年 2月—1984年 3月浙江省遂昌县财税
局工作，1984 年 4 月—1992 年 3 月浙江
省松阳县财税局科员，1992 年 3 月—
2003年 2月浙江省松阳县工业开发区副
主任，2003 年 3月浙江杭电水电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 年 3 月—
2013年 8月重庆开县东里河水电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3 年 8月至今任
东河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

14日，清科研究中心介绍，去年中国并购
市场共完成并购交易2584起，同比下降8.1%；
披露金额的并购案例总计 2142 起，共涉及交
易金额12653.59亿人民币，同比下降33.1%；平
均交易金额5.91亿元，国内并购市场经历理性
调整期。而随着调整期过去，在中国并购市场
已初具规模的情况下，今年能否逐渐回暖？

市场资金紧张致大额收购锐减

2018年，国内并购共发生2357起，同比下
降9.6%；披露金额的交易规模10048.88亿人民
币，同比下降19.6%；平均交易金额5.11亿元。
就交易类型看，我国并购市场仍以国内并购为
主（图一）。

就交易案例可以发现，今年国内大额交易
的并购方以资本实力雄厚的传统行业企业为
主，也包括少数互联网企业。2018年国内并购
交易规模最大的一笔即阿里巴巴集团以95亿
美元收购饿了么100%股权，三六零从美股私
有化后以504.16亿元借壳江南嘉捷、北汽新能
源以288.50 亿元借壳SST前锋两起交易紧随
其后。

跨境并购共完成交易 227 起，同比上升
10.7%；披露金额的交易规模2604.72亿元，同比
下降59.4%；平均交易金额14.97亿元（图二）。

按并购案例数看，2018年排名前五的行业

为IT、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机械制造、金融、电
子及光电设备，合计占市场总份额的 43.2%。
就并购规模看，2018年并购交易资金主要集中
在房地产、金融、电信及增值业务、能源及矿
产、化工原料及加工等行业，涉及的并购交易
总额合计占比达到40.5%（图三）。

“纵观全年，还未发生1000亿元以上的超
大额并购。这是并购金额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的原因。”清科研究中心表示，国内并购市场交
易数量、金额双双下降主要是因为市场资金持
续紧张，融资难、募资难。其次是中美贸易摩
擦导致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企
并购活动审查趋严，以及欧洲相关部门也收紧
了中国企业赴欧并购的监管审核门槛。

政策频出利好并购市场将回暖
自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明确并购定价双向调整的相关要求，以保
障股价下行时并购交易能顺利进行；推出“小
额快速”并购重组审核机制；《关于并购重组审
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政策要求的相
关问题与解答》，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环保、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并购开通“豁免/
快速通道”等政策频出，利好国内并购市场。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多项利好政策出台，
一方面是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吸收新
技术、新模式，提升公司质量；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纾解上市公司现金流紧张、股票质押风险。
总体来说，政策回暖有助于提升市场信心，推
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顺利进行。

除了出台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并购，外
资清单“优化”也有望提升跨境并购。清科研
究院指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
版）》，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数量由63条
减至48条，将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贸
流通、汽车船舶以及农业能源等领域的投资限
制大幅放宽，包括外商持股比例、公司高管设
置等。“外资的逐步引进将促使中企加快转型
步伐，长期来看外资对中企的跨境并购有望逐
步活跃。”

怎么调整？
回购计划由30亿元变为20亿元

2月14日晚间，分众传媒发布了调整回购
股份的公告，将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调整为不
超过2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4月24日，分众
传媒发布的回购计划的资金上限是30亿元。
当时，回购计划因为金额庞大，让不少投资者
震惊。

按照分众传媒当时的计划，其打算在一年
之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以不超过13
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的
上限为不超过30亿元（含30亿元）。

分众传媒表示，按照这一价格上限和资金
上限预测，其预计回购股份约在23076万股。

令人尴尬的是，从去年4月24日至今，分
众传媒累计回购公司股份的数量仅为1.72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2%，其中，最高成交
价为8.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04元/股，合
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1亿元。

如果按照 30亿元的回购计划，在临近回
购计划到期之时，分众传媒用于回购的资金不
足原计划的一半。

于是，2月 14日晚间，分众传媒对回购计
划进行了调整，将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调整
为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15亿元），不超过
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

为何调整？
为了进一步维护投资者利益

分众传媒表示，调整回购事项的原因，主
要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
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规定，

“为进一步维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市场情况及
公司实际回购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去年11月 23日发布
的《回购细则》，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披露
后，如果没有充分正当的事由，不得变更或者
终止回购方案。

回购细则规定，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
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变更或者终止
的，可以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不过，公司应
当及时披露拟变更或者终止的原因、变更的事
项内容，说明变更或者终止的合理性、必要性
和可行性，以及可能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
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的影响，并应当
按照公司制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决策程序
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如今，分众传媒调整回购方案，其公司独
立董事表示，这符合法律相关规定，是公司根
据相关政策结合实际回购情况所做出的及时
调整和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张蜀君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抛出30亿回购计
划，对分众传媒的股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根据同花顺数据显示，在抛出股份回购
计划之前，分众传媒股价阴跌许久，仅去年
3月1日至4月23日（回购计划发布前一个
交易日），分众传媒股价就已经从12.43元/
股跌到了 8.47 元/股（此为复权价，下同），
区间跌幅高达31.9%。而分众传媒自己也
表示，股份回购，主要也是因为公司股票价
格出现较大波动。

事实上，在回购计划公布前后两天，分
众传媒股价累计上涨超过9%，在之后的两

个多月里，分众传媒股价也有所回升，从8
元左右升至最高11.6元/股（7月20日盘中
价格），涨幅高达45%。成交活跃度也有明
显提升，以去年7月20日为例，当天成交金
额高达44.41亿元。就股东人数看，去年3
月31日（回购计划抛出之前），分众传媒的
股东人数只有 7万人，但截至去年 9月 30
日，分众传媒的股东人数已经增加至13.43
万人，相比半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然而，
令人尴尬的是，2018年下半年，分众传媒股
价开始回落，尤其是今年1月3日，分众传媒
盘中最低价已经低至4.97元/股。

去年4月，分众传媒突然抛出1年内回购30亿元的计划。不过，如今
距回购截止日期还差2个月，分众传媒却临时变卦，将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调整为不超过20亿元。

■新闻延伸
此前回购提振股价累计上涨45%

值得注意的是，马云去年投资分众传
媒，如今看来似乎是一项“亏本”的生意。

去年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子公
司阿里网络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以
9.9167元/股、总价76.8亿元的价格，受让分
众 传 媒 股 东 Power Star（HK）、Glossy
City（HK）持有的分众传媒7.744亿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28%。

同时，阿里网络的关联方Alibaba In-
vestment、New Retail，分 别 收 购 了
Giovanna HK、Gio2 HK两家公司100%
股权，这两家公司是分众传媒股东，合计持有分
众传媒3.98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71%），
因此，Alibaba Investment、New Retail
便间接持有分众传媒2.71%的股权。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笔转让价格亦为

9.9167元/股，总价约39.9亿元。
另外，根据媒体的报道，去年7月17日，

阿里巴巴与分众传媒的股东江南春及其子公
司签署了《股权认购协议》，阿里巴巴以5.11亿
美元（折合人民币34.2亿元），认购江南春子公
司10%的股份，进而获得分众传媒2.33%的股
份（约为3.42亿股股份）。以此计算，阿里巴巴
受让分众传媒股份的价格为10元/股。

也就是说，此前马云花费150.9亿元人民
币，获得分众传媒10.32%的股权（对应公司股
份为15.17亿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尽管马云的“高调”入股，对分众传媒股
价进行了刺激。但截至目前，分众传媒最新
股价仅为6.65元/股，如果按此计算，马云所
持有的分众传媒市值为100.88亿元，相比其
投资分众传媒的成本，已经缩水了50亿元。

马云去年7月入股如今浮亏50亿

经历理性调整 今年国内并购市场将回暖？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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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新三板），财通证券发布
关于挂牌渝企东河股份（重庆东河
水电股份有限公司871311）控股股
东被经侦立案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告显示，东河股份控股股东连
星坛，被重庆市开州区公安
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立

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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