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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操纵自家股票是个案吗
周科竞

新美星实控人操纵自家股票

被罚，这种实控人操纵自家股票的

事情究竟是极个别行为，还是大股

东的通病？3倍的处罚还是有些偏

低，本栏认为，必须用极其严厉的

处罚来禁止这种操纵行为。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

湿鞋”，新美星实际控制人何德平

因操纵自家股票获利4800万元被

证监会处罚，拟处罚金额1.44亿元，

并10年市场禁入。

本栏认为，大股东或者高管没

有解禁、没有预告减持的股票就不

应该进行股份质押。如果质押了，

券商也没有权利把不符合减持政

策的股票强平。

董事长亲自操纵股价，天然就

具有内幕交易的特征，因为董事长

几乎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清楚公司

尚未公开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往

往对股价具有重大影响，董事长如

果买卖自家股票，必然是趋利避害，

最后的结果就是董事长高抛低吸，

其他投资者追涨杀跌，最终董事长

胜利大逃亡，其他投资者一地鸡毛。

如果投资者知道一直是董事

长在和自己进行对手交易，恐怕

100个投资者有99个都不会玩，但

问题的关键是，投资者并不清楚屏

幕后面的究竟是董事长还是其他

投资者，于是大家在认为自己是

“在一个公平的市场里用自己的知

识和判断”进行交易的时候，董事

长却用的是尚未公开的信息，那普

通投资者哪有什么胜算？

于是问题来了，3倍的处罚到

底少不少？本栏认为还是少，换位

思考，如果你是一个董事长，你知

道股价即将上涨或者下跌，那么你

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一股不买也

一股不卖吗？恐怕想要做到这一

点，需要监管强有力的震慑，现在

的3倍处罚，依然偏轻。从数学上

说，操作三次，被抓住一次也是不

亏的。那么，基于此，会不会有董事

长继续铤而走险呢？

证监会虽然积极作为，但从事

内幕交易的特殊人群却十分狡猾。

比如有些董事长，不会用自己的账

户去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在

现在这个市场里，想要适当隐藏自

己的身份还是有可能的，而证监会

想要证明张三的账户是董事长在

使用，这事也是很难的。

所以本栏说，证监会想要确定

董事长在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股

价，其实并不容易，董事长自己对

此也心知肚明，于是董事长用概率

来策划违规，证监会努力用高科技

来提高识别率，但是3倍的处罚意

味着证监会的查处率要达到33%才

能让违法者失去收益，但达到这个

比例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如果不能大幅增加查处

率，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处罚倍

数，如果处罚足够狠，那么从数学

上看，违规的损失就会大于预期收

益，这样董事长也就不愿意去冒险

操纵自己股价了。

比如，对于董事长、实控人等特

殊人群，只要涉及内幕交易，就给出

10倍的重罚，而且终身市场禁入，这

样才能让他们感到害怕，从而不敢

再去做这些违法违规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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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停收盘后宣布被立案 *ST众应坑了谁

大客户系关联方 金海通转板疑点多

北京商报2021.12.7

对通富微电销售占比变动大

报告期内，金海通对通富微电的销售收

入占比变动较大。

招股书显示，金海通是一家从事研发、生

产并销售半导体芯片测试设备的高新技术企

业，此番谋求沪市主板上市，公司拟募资7.47

亿元，分别投向半导体测试设备智能制造及

创新研发中心一期项目、年产1000台（套）半

导体测试分选机机械零配件及组件项目、补

充流动资金。

2018-2020年，金海通前五大客户的销

售收入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0.04%、63.65%和66.09%，其中通富微电在

报告期内均是金海通大客户。

具体来看，2018年，金海通向通富微电销

售收入为6376.51万元，占比高达60.86%，超过

了50%的红线；不过，到了2019年，金海通对通

富微电的依赖度骤降，当年向其销售收入仅

698.85万元，占比为9.76%，位列第三大客户。

2020年，金海通对通富微电销售收入出

现回升，金额为5425.3万元，占比为29.3%，再

度位列第一大客户。不难看出，报告期内，金海

通对通富微电销售金额、销售占比变动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2018-2020年，金海通业

绩波动也较大，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

1.05亿元、7158.83万元、1.85亿元；对应实现

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2639.47万元、722.8万

元、5636.81万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

润分别约为2638.97万元、678.24万 元 、

5404.85万元。

实际上，沪市主板并非金海通谋求上市

的首个目标地，公司曾在2020年底做了科创

板上市辅导备案登记，不过在今年5月将上市

辅导地变为了沪市主板。在首发反馈意见中，

证监会也询问了变更上市地的原因。

通富微电系金海通关联方

作为金海通的大客户，通富微电竟是公

司关联方。

资料显示，通富微电2007年8月登陆A股

资本市场，公司控股股东是华达微电子，而华

达微电子还是金海通的发起人股东之一，目

前也是公司大股东。

2012年，华达微电子、自然人崔学峰、龙

波、刘海龙、于雷共同出资设立了金海通有

限，其中华达微电子位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为40%，剩余四位自然人分别持股20%、

20%、10%、10%。

2016年5月，华达微电子将所持股份转让

给了馥海投资，本次股权转让系华达微电子

委托馥海投资代为持有金海通有限股权，馥

海投资并未支付转让款。时隔逾一年时间，即

2017年8月，馥海投资将其持有的金海通有限

全部股权（对应出资额400万元）转让给了华

达微电子全资子公司南通华泓。

之后，金海通也经历过多次增资、股权转

让，2020年12月，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截至招股书签署日，华达微电子全资子公

司南通华泓系金海通单一第四大股东，持股

比例为8.8%。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大客户是发行人关联方的情况一般会得

到监管层的重点关注，其中如何保持定价公

允等还需要企业重点说明。

另外，在金海通大股东名单中，自然人高巧

珍、陈佳宇也颇为显眼，两人分别是公司第七

大、第八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5.28%、5.24%。

资料显示，高巧珍曾在华达微电子处任

职，还持有华达微电子1.19%的股份；陈佳宇

也曾在华达微电子关联方处任职。证监会要

求金海通从任职经历、持股情况看，高巧珍与

华达微电子是否构成关联方，陈佳宇与华达

微电子是否构成关联方，华达微电子及高巧

珍、陈佳宇合计持股比例是否已经超过实控

人、单一第一大股东崔学峰。

经计算，华达微电子及高巧珍、陈佳宇合

计持有金海通股份比例已达19.32%，超过了

崔学峰18.91%的持股比例。在反馈意见中，证

监会也要求金海通说明华达微电子是否实际

控制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金海通实控人除了崔学峰

之外还有龙波，两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书》，龙波系金海通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1.88%，两人合计控制表决权比例为31.59%。

同时期股权转让有价差

报告期内，金海通还存在同时期股权转

让价格不一致的情况。

2020年10月，金海通进行了第五次股权

转让，同意米糕投资将其持有的金海通9.91%

股权（对应出资额133.33万元）以5650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上海金浦，转让价格为42.38元/注

册资本；米糕投资将其持有的金海通7.43%股

权（对应出资额100万元）以4286.72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南京金浦，转让价格为42.87元/注册

资本。

此外，米糕投资将其持有的金海通有限

2.48%股权 （对应出资额33.33万元）以

1428.9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汇付，转让价

格为42.87元/注册资本；旭诺投资将其持有的

金海通有限5.5%股权（对应出资额74万元）以

3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永兴，转让价格为

44.6元/注册资本。

不难看出，虽然同时期的股权转让，但价

格却分别为42.38元/ 注册资本、42.87元/ 注

册资本、44.6元/ 注册资本，出现不一致的情

况。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金海通

方面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

并未回复。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的情况

之前也出现过，一般会遭到监管层的追问，不

过不会是IPO审核上的重大障碍。

在反馈意见中，证监会也对上述情况提

出了质疑，要求金海通说明2020年10月同

时期股份转让价格不一致的原因，是否违反

法律规定。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虽然做了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登记，不过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通”）最终还是转移了上市目标

地，欲上沪市主板。近期，证监会官网显示，金海通已经拿到了首发反馈意见，但公司IPO背后仍有不少疑点待解释。据金海通招股

书，公司2018年第一大客户为上市公司通富微电，当年对其销售收入占比达到60.86%，不过并不稳定，2019年、2020年金海通对通

富微电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9.76%、29.3%。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通富微电还是金海通的关联方，通富微电控股股东为南通华达微

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微电子”），而华达微电子是金海通的发起人股东之一，目前也是金海通的单一第四大股东。

另外，金海通还存在同一时期股权转让价格存在差异的情况。

时间 销售金额 占营收比例 客户排名

2018年 6376.51万元 60.86% 第一大客户

2019年 698.85万元 9.76% 第三大客户

2020年 5425.3万元 29.3% 第一大客户

报告期内金海通对通富微电

销售情况一览

超3万户股民踩雷

*ST众应表示，公司、公司董事长李化亮被

立案调查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12月6日*ST众应股价跌停

收盘。交易行情显示，当日，*ST众应股价平盘开

盘，开盘后公司股价呈现震荡走势，盘中一度触

及6.15元/股的高点，涨幅近2%，不过临近午间收

盘，*ST众应股价出现跳水，午后开盘股价继续

下挫触及跌停。

12月6日午后，*ST众应股价也曾多次打开

跌停板，不过最终收盘封死跌停，当日收盘价

5.72元/股，跌幅4.98%，总市值为29.85亿元。

数据显示，*ST众应12月6日换手率为

7.65%，公司当日成交金额为2.34亿元，较前几个

交易日出现明显放量。

立案调查的消息出来后，*ST众应股吧“炸

开了锅”，其中有股民表示“果然爆雷，明天开盘

割肉”“踩雷了”。截至今年前三季度末，*ST众应

股东户数有3.18万户。

值得一提的是，自今年5月底以来，*ST众应

股价涨势明显，在5月24日-12月6日这133个交

易日，公司区间累计涨幅达289.12%，同期大盘

涨幅仅为2.33%。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致电*ST众应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

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11月9日，*ST众

应及李化亮收到了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警示函，李

化亮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了两份《保证合

同》，为徐州立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公

司及李化亮的合同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

带责任保证。同日，李化亮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

份签订《确认担保协议》，为上海米椒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担保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

任保证。上述担保的合同金额共计约7000万元本

金，而上市公司未对上述担保履行相应的审议程

序，也未按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对此，浙江证监局表示，*ST众应及李化亮

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决定出具警示函。

净利接连亏损

股价大涨之下，*ST众应却并不具备业绩支撑。

资料显示，*ST众应于2010年上市，上市之

初公司主要从事制造业业务，不过在2015年，公

司迎来了巨大转变。当年，*ST众应筹划了重大

资产重组，作价21.84亿元现金收购完成

MMOGA的100%股权，此外，还出售了公司除

货币资金和除外权益以外的全部资产、业务和负

债。至此，*ST众应将原有制造业业务剥离转型

成为互联网电商平台企业。

据了解，MMOGA是欧洲地区最大的互联

网B2C游戏垂直电商平台之一，专门为正版授

权/注册码及游戏虚拟物品提供相关交易服务。

除了MMOGA之外，*ST众应还高溢价收购

了彩量科技100%股权等资产，这也让公司账上

巨额商誉“悬顶”，最终侵蚀公司利润。

财务数据显示，*ST众应自2019年开始陷入

亏损，至今未能扭亏，2019-2020年以及2021年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4.62亿

元、2.65亿元、1.8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

约为-13.48亿元、-3.18亿元、-1.39亿元；对应实

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3.49亿元、-3.5

亿元、-1.4亿元。

另外，由于2020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

值，*ST众应自今年4月26日起开始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正筹划预重整

面对公司当下窘境，*ST众应也正在筹划预

重整事项。

据了解，今年5月21日，*ST众应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

法院申请预重整的议案》，之后在今年7月19日公

司收到了法院《通知书》，对公司的预重整进行登

记，确定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管

理人。

彼时，*ST众应表示，法院对公司预重整进行

登记，有利于提前启动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及经营

等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

资产调查、审计评估工作等，并与广大债权人、意

向重整投资人等提前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

今年11月23日，*ST众应披露了“关于公司

预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称

针对《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计

划（草案）》获得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

组通过。

不过，*ST众应也提示风险称，目前公司已

进入预重整程序，但公司预重整是否成功存在不

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

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

不确定性。

立案调查的消息披露后，也有不少投资者担

心是否影响公司预重整进程。对此，上海汉联律

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上市

公司重整不受立案的影响，不会影响其进展。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12月6日晚间，据*ST众应（002464）披露的公告显示，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公司董事长李化亮立案调查。而在此前，*ST众应刚刚

跌停收盘，被立案调查的消息让不少加仓的小散直呼踩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