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讯（记者 高萍）根据证监会最新
安排，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将在2月18日召开会

议审核博雅生物、一汽轿车的重组事项，这也意

味着两家公司筹划数月的重组最终迎来大考。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系鼠年以来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首场审核会议。

按照证监会发布的最新公告，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定于2020年2月18日

召开2020年第4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重组

审核公司名单中，博雅生物、一汽轿车的名字赫

然在列。

据了解，一汽轿车筹划的此次重组系将拥有

的除财务公司、鑫安保险的股权及部分保留资产

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转入轿车有限后，将轿车

有限100%股权作为置出资产，与一汽股份持有

的一汽解放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同时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一汽股份

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博雅生物筹划的此次重组事项则为拟向江

西百圣等11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和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罗

益（无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益生

物”）48.87%股权。

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12月19日，博雅生

物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王勇、上海懿仁分别

所持罗益生物5.9%和5.78%的股权的事项已经

于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鉴于该项交易在上市公司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后续上市公司将尽快完成前述股权交割

过户工作，该项交易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

有罗益生物11.68%的股权。因而，此次重组完

成后，博雅生物将持有罗益生物60.55%股权，

罗益生物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如今，经过数月的筹划，博雅生物、一汽轿

车的重组最终迎来上会审核。不过，从历史公告

来看，在交易所下发的重组问询函中，博雅生物

分两个步骤收购罗益生物股权的事项曾被重点

关注。据悉，王勇为上海懿仁有限合伙人，持有

其68.85%的股份。博雅生物拟先收购王勇和上

海懿仁持有罗益生物合计11.68%的股权，再收

购上海懿仁剩余13.81%股权及其他10位股东

35.06%股权。博雅生物交易方案作出以上安排

的原因及合理性被深交所重点追问。

另外，从交易方式来看，现金支付为博雅生

物此次重组交易方式之一。数据显示，2019年前

三季度博雅生物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55亿

元和-2.68亿元。因而，交易所曾要求博雅生物结

合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及授信额度等，说明本次交易支付现金对价的

资金来源和财务安全性。历史公告显示，在经过

一次延期回复后，博雅生物于1月14日在回复函

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复。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博雅

生物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示，“此次重组

是公司一次战略性安排，公司后续将继续努力

经营，提高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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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迎季度调整 首度纳入科创板股

鼠年首场重组审核 博雅生物、一汽轿车18日上会

在岸指数新增6只成分股

2月13日，MSCI季度调整名单如期出炉。

MSCI称，本次季度调整，MSCI不再改变

A股在相关指数中的纳入因子。不过，由于A

股已经纳入MSCI全球标准指数系列等，

MSCI按照指数编制方法审视指数中的A股，

因此A股名单有所调整。

MSCI官网公布的例行季度调整结果中，

包括MSCIA股在岸指数以及MSCI全中国指

数。具体来看，MSCIA股在岸指数增加了6只

成分股，包括金山办公、京沪高铁、上海莱士、

深科技、天风证券、中天金融，没有成分股被

剔除。

MSCI全中国指数则新增9只成分股，包

括金山办公、京沪高铁、瑞幸咖啡、中国人保、

上海莱士、深科技、通富微、滔搏国际控股、再

鼎医药。MSCI全中国指数还剔除了3只股票，

美的集团位列其中。

深交所官网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1月20日，境外投资者通过QFII、RQFII、深

股通持有的美的集团股份占公司总股本达

28%。因达到沪深股通的“限购线”，随后

MSCI宣布将美的集团从MSCI全球标准指数

系列中剔除，并自1月24日起生效。

此外，MSCI中国全股票小盘指数也将新

增2只成分股，删除6只成分股。根据安排，以

上调整将于2月28日收盘后生效。与此同时，

MSCI在官网对外披露了后续8次季度调整的

时间，分别为2020年5月12日、2020年8月12

日、2020年11月10日、2021年2月9日、2021年

5月11日、2021年8月11日、2021年11月11日

和2022年2月9日。

值得一提的是，MSCIA股在岸指数新增

的6只成分股中，多只股票在2月13日出现大涨

情形。诸如，截至2月13日收盘，上海莱士当日

股价上涨6.55%，中天金融则以涨停价收盘。

金山办公纳入指数体系

从最新的名单中可以发现，金山办公分别

被MSCIA股在岸指数和MSCI全中国指数纳

入，这也是MSCI首度将科创板股票纳入。

金山办公于2019年11月18日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书显示，金山办公是国内领先的办公

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WPSOffice办

公软件产品及服务的设计研发和销售推广。

财务数据显示，2016-2018年及2019年1-3

月，金山办公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5.43亿

元、7.53亿元、11.27亿元及2.84亿元，对应实

现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约1.3亿

元、2.14亿元、3.11亿元及4778.12万元。

上市尚不足3个月，金山办公就成功被选

入MSCIA股在岸指数和MSCI全中国指数，

引起市场热议。在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

员何南野看来，金山办公纳入MSCI，原因之

一是其流动性较好，属于市场上交易比较活

跃的个股；二是其体量和规模较大，市值居于

前列，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这两个都符合

MSCI选股的标准。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称，此次受疫情影响，多

数企业选择在家办公的方式，因此移动办公

和远程办公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参考海外

经验，未来在线办公、远程办公将成为趋势，

这一行业的需求年均复合增长率将接近

20%，金山办公作为这一领域的独角兽，将会

在细分领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和增长潜力，

同时金山办公上市3个月以来走势平稳，这也

是将金山办公纳入MSCI指数体系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

据东方财富显示，自2019年11月18日至

2020年2月13日，金山办公的区间累计涨幅为

57.5%，最新市值为1017亿元。

针对公司被纳入MSCI相关指数体系

的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金山办

公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

有人接听。

有望打通科创板“入摩”通道

2019年10月10日，MSCI就曾发布公告

称，从2019年11月的半年度指数评估开始，科

创板符合条件的证券将纳入MSCI全球可投

资市场指数。科创板股票还将有资格纳入

MSCI中国全部股票、MSCIA股在岸指数及

其相关指数。

潘向东认为，此次将金山办公纳入意味

着未来MSCI将正式开启科创板上市企业纳

入MSCI通道。何南野进而补充到，首度将科

创板股票纳入，一是说明MSCI对科创板市场

的认同，对科创板股票价值的肯定；二是有助

于国际投资者进一步加深对科创板市场的研

究，有利于科创板个股价值的整体增长。

潘向东还表示，“短期内，科创板股票被

纳入MSCI，将会为我国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

带来长线增量资金，提高科创板企业股票的

流动性，一定程度推动科创板与国际接轨，推

动科创板股票小幅上行；长期来看，有助于推

动科创板股票外资占比，促进外资不断进入

我国科创板股票市场，从而推动科创板对外

开放水平”。

“MSCI的纳入将倒逼科创板公司和A股

市场交易制度与国际接轨，提高上市公司的

信息披露水平和现代公司治理水平。同时，

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将是双向的，而科创

板股票未来被纳入概率会进一步增加。”潘

向东说。

何南野称：“从目前来看，科创板的重要

性在不断凸显，个股价值逐步被市场认可，交

易活跃度显著提高，很多公司已成为中国新

经济的重要代表，预计未来更多的科创板股

票将纳入到国际指数中。”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2月13日，MSCI迎来2020年首次季度

调整。MSCI官网公布的例行季度调整结

果显示，其中MSCI�A股在岸指数增加了6

只成分股，MSCI全中国指数则新增9只成

分股。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最新出炉的

名单中，金山办公（688111）被纳入MSCI�

A股在岸指数和MSCI全中国指数，这也是

MSCI指数体系中首次出现科创板股票的

身影。在业内人士看来，金山办公被纳入，

意味着未来MSCI将正式开启科创板上市

企业“入摩”通道。

A股近期持续反弹，但ST股走势
明显疲弱，究其原因，现在投资者信
奉价值投资， 即使是极少数的投机
者，也是追逐热点题材，而ST股票一
没有业绩支撑， 二没有炒作题材，三
还可能面临公布年报后的暂停上市，
所以没有资金愿意常驻其中，即使是
关注ST股票的资金，也在等待摘帽预
期落定以后再行考虑， 因而，ST股才
缺乏反弹的动力。

一般来说，往年的2月，正是ST股
票出现分化的时机，能够扭亏的上市
公司将有希望摘掉ST的帽子，所以资
金会加速流入其中；而确定扭亏无望
的公司， 则会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而此时年报业绩预告已经发布，投资
者将会据此进行价值重估。但是今年
同期ST股的市场表现情况比较特殊，
走势十分疲软，ST股票似乎被投资者
打入了“冷宫”。

这是因为，在本次大盘的反弹过
程中， 有更能吸引投资者的炒作题
材，在医药、云计算等概念板块中牛
股频出，赚钱效应十足，投资者多数
在相关热门概念中布局投资。 另外，
ST股有5%的日涨跌幅限制， 相比正
常个股10%的日涨跌幅限制而言，显
然没有可比性， 更不用说科创板20%
的日涨跌幅限制了。

ST股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投
资价值，一般来说，多数ST公司的主
营业务都已经停顿，它们存在的唯一
价值就是等待新东家的出现， 或救
赎、或借壳。虽然也有极少数的ST公
司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重新站起来，

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ST公司
最后的道路只有两条， 要么重组、要
么退市，而这里面的机会价值，就是
ST股票炒作过程中的核心逻辑。

现在的ST股票，首先要度过年报
这一关，只有不在年报披露后暂停上
市，才能继续在二级市场交易，然后
才有重组的机会，虽然说暂停上市后
也存在被重组的可能，但谁也不愿意
在最后的关头再去谋求保壳，而且暂
停上市之后的下一年必须得盈利，否
则就会被终止上市，那时候再想重组
就很困难了。

就算过了年报这一关，现在的重
组行情也不乐观， 毕竟现在IPO直接
上市并不困难，而重组上市的审核要
求等同于IPO， 所以愿意通过借壳上
市的公司并不太多，而壳资源股却不
在少数， 壳资源的价值明显偏低。本
栏认为，现在投资者买入ST股票赌重
组的赔率并不合适，还是选择优质蓝
筹股进行长期价值投资更加划算。

实际上，本次反弹过程中，凡是抄
底ST股的投资者， 和那些抄底大科技、
大蓝筹投资者的短期收益差距已经十
分明显，好的绩优股在近期涨幅超过五
成，相比之下，有些ST股的区间涨跌幅
不足5%，甚至还出现逆市下跌的情形。

而这样的收益差距并非偶然，以
后在慢牛过程中，同样有着这样的差
距，买ST股的投资者，可能会面对只
赚指数不赚钱的尴尬，所以，从价值
投资的角度而言，投资者还是应该慎
重选择ST股， 毕竟投机只是暂时的，
长期稳健的价值投资才是王道。

MSCI�A股新增在岸指数6只成分股2月13日股价表现一览

证券简称

金山办公

京沪高铁

上海莱士

深科技

天风证券

中天金融

开盘价

237.5元/股

7.64元/股

9.1元/股

16.3元/股

6.09元/股

2.93元/股

收盘价

220.5元/股

7.46元/股

9.44元/股

16.52元/股

6.16元/股

3.07元/股

涨跌幅

-4.55%

-2.23%

6.55%

2.8%

1.48%

10.04%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在2019年
预亏超10亿元的背景下，联创股份（300343）开

始甩包袱。2月13日晚间，联创股份披露称，公司

拟将子公司持有的北京联创达美广告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创达美”）100%股权转让给自然

人齐海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出售标的联创

达美2019年亏损2881.76万元。

据联创股份公告，2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

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有的联创达美100%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齐海莹。齐海莹系联创股

份董事、总裁，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股权关系显示，联创达美由上海新合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100%持股，进一步穿透股权关系，上

海趣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100%持股上海新合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而上海趣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系联创股份全资子公司，由联创股份100%持股。

据了解，2018、2019年联创达美实现营

业收入分别约为7.53亿元、10.09亿元；当期

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543.58万元、

-2881.76万元。

不难看出，联创达美2019年净利已经出现

亏损。对于交易的目的以及影响，联创股份表

示，通过剥离亏损资产，一方面可以降低亏损业

务对公司业绩的拖累；另一方面公司可以集中

人力及资金，加快主营业务拓展，符合公司目前

实际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

事实上，在联创股份此次出售亏损资产的

背后，公司也背负着较大的经营压力。

联创股份于2012年8月登陆A股，公司主要

业务分为联创数字板块业务及化工新材料板块

业务。

2018年联创股份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19.5亿元，在2018年业绩巨亏的情况下，联创

股份2019年业绩也不理想，公司预计报告期内

实现归属净利润亏损10.58亿-10.62亿元。而

造成联创股份2019年业绩大额预亏的原因，则

系商誉减值。

联创股份表示，2019年受汽车行业大幅度

下滑影响，互联网板块各子公司的经营业绩不

及预期。若2019年净利亏损，这也意味着2020

年将成为联创股份的关键保壳年。针对相关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联创股份董秘办公室进

行采访，不过电话未能有人接听。

甩包袱 联创股份拟出售联创达美100%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