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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财经要闻】 
 

习近平：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

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

力科技保障。 

 

  

人民日报：银行体系上半年流动性合理充裕 市场利率运行平稳 
  

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9.03万亿

元，较好地支持实体企业的流动性资金需求；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9.1万亿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等领域不规范融资在减少。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表示，年初以来，人民银行

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加强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国务院会议决定新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设一批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会议决定，

推动跨境电商在更大范围发展，择优选择电商基础条件好、进出口发展潜

力大的地方，并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在北京、呼和浩特、沈阳、长

春、哈尔滨、南京等22个城市新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6月末M2增速8%创下历史新低 社融增量低于预期 
  

央行13日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和社会融资增量统计数据显示，6月实现新

增人民币贷款规模高达1.84万亿元，不过，当月M2增速仅为8%，再创历史

新低，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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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dex] 主要市场指数 

指数 收盘 涨幅% 

东方财富全 A 3739.58 0.32 

上证指数 2831.18 -0.23 

沪深 300 3492.69 0.33 

中小板指 6504.02 0.63 

创业板指 1618.46 0.24 

三板做市 1140.27 0.69 

恒生指数 28525.44 0.16 

台湾加权 10864.54 1.17 

道琼斯 25019.41 0.38 

标普 500 2801.31 0.11 

纳斯达克 7825.98 0.03 

富时 100 7661.87 0.14 

日经 225 22597.35 1.85 

主要商品期货 

名称 收盘 涨幅% 

纽约原油 70.58 0.47 

COMEX 黄金 1241.80 -0.27 

LME 铜 6215.00 0.00 

LME 铝 2037.00 -0.22 

BDI 航运 1666.00 2.08 

主要外汇 

外汇 中间价 涨幅% 

美元/人民币 6.6727 0.00 

欧元/人民币 7.7833 -0.18 

百日元/人民币 5.9234 -0.77 

期指主力合约 

合约 结算价 涨幅% 

IF当月连续 3480.2 0.03 

IH当月连续 2465.4 -0.10 

IC当月连续 5193.2 0.35 

挖掘价值 投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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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开展1885亿元MLF操作 无逆回购操作 
  

2018 年 7月 13 日人民银行开展 MLF 操作 1885 亿元，无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1885 亿元 MLF和 200亿元逆回

购到期。 
 

 

深交所召开创投机构座谈会 努力构建创新资本生态体系 
  

7月13日，深交所组织召开创投机构座谈会，听取创投机构对近期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资本市场稳健运行，

以及对深交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深创投、前海母基金、达晨、松禾、赛富等十多家创投机构合伙人参会，

共商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创业板改革、积极防控风险。深交所将会同市场各方共同促进多层次资本

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努力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资本生态体系。 

  

  

港交所深夜回应：希望同股不同权公司尽早纳入互联互通 
  

7月14日晚间，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在官网发布公告称，港交所一直努力在第一家不同投票权架构公

司在港上市前，能够与内地交易所就这类公司纳入合资格证券达成共识。港交所认为这类公司应该尽早纳入

互联互通。 

 

 

沪深交易所：三类股票暂不纳入港股通 
  

近日，沪深交易所对互联互通机制下港股通股票范围调整做出相应安排，并发布通知。通知指出，自2018年

7月16日起，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的成分股中属于外国公司股

票、合订证券、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股票的，暂不纳入沪港通和深港通下的港股通股票范围，其他股票调入

调出正常进行。 

 

 

证监会核发2家企业IPO批文 筹资总额不超过11亿元 
  

7月13日晚间消息，证监会核发2家企业IPO批文，拟筹资不超过11亿元。 上交所主板：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上交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

招股文件。 

  

  

证监会：9家上市公司未按期披露年报被查处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近日，证监会稽查部门联合上市公司监管、会计监管、行政处罚等相关部门，

专门部署了2018年专项执法行动第三批案件，集中查处9家上市公司未按期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

目前，案件查办工作已全面展开。 

  

  

证监会：券商及中介机构涉案影响重大者 非同类业务不受理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13日表示，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者被

司法机关侦查尚未结案的，即使涉案行为与其为申请人提供服务的行为不属于同类业务，但对市场有重大影

响的，证监会也将依法不予受理，或中止审查其出具的行政许可的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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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申报地铁的城市，将地方财政一般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从100亿元以上大幅提高到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从1000亿元以上大幅提升至3000亿元以上。

申报轻轨的城市，将地方财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60亿元以上大幅提高到15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

从600亿元以上大幅提升至1500亿元以上。 

 

 

海关总署：上半年累计货物贸易顺差9013.2亿元人民币 收窄26.7%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1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7.9%。其中，出口7.51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4.9%；进口6.61万亿元，增长11.5%；贸易顺差9013.2亿元，收窄26.7%。 

 

 

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 
  

近日，为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门关于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偷逃税等问题的有关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印

发《通知》，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深入推进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规范税

收秩序，积极营造支持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良好税收环境。《通知》指出，影视企业和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应

当依法如实申报并缴纳税款。影视行业纳税人应当按照实际业务如实开具增值税发票，不得填开或让他人为

自己开具与实际交易内容不符的发票，不得将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作为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 

 

 

国家医保局将开展2018年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 
  

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国家医保局将开展2018年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7月11日，国家医保局已委

托相关学协会召开部分企业沟通会，国家医保局医疗组负责同志在会上介绍了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

的背景和意义，提出了聚焦肿瘤治疗、体现药品创新价值、平衡医保企业患者多方利益等要求。下一步，国

家医保局将加快工作进度，加强企业沟通，尽快使群众用到质量更优、价格更低的救命药。 

 

  

财政部：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 
  

财政部公告，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现就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政策通知如下：自2018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动力煤价格三个月上涨近两成 
  

现在正是夏季用电高峰，煤炭的需求量不断拉升，价格也在一路上行。近三个月来，港口动力煤的价格已经

上涨超过100元/吨，在经历了小幅回调之后，目前煤价依然处在高位。 

 

 

深市公司“中考”揭晓 净利增长两成多 
  

深市共有189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占深市上市公司总数的89.6%。这1896家公司预计

今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合计2438亿元至2990亿元，平均每家公司实现净利1.29亿元至1.58亿

元，同比增长10.49%至35.51%，以业绩预告上下限均值计算，预计整体净利润同比增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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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队夺冠 华帝启动退全款：营销期间卖了7900万元 
  

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2018俄罗斯世界杯冠军揭晓：法国男足以4比2的总比分夺冠。中国厨电厂商华帝随

即启动了退款。7月16日凌晨，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华帝股份，002035)官方微信服务号宣布，正如之前承诺：

法国队夺冠，华帝退全款。华帝“退全款”现已正式启动。 

  

  

比亚迪陷罗生门：代理商欠款11亿跑路 伪造公章操盘3年总部竟称不知情 
  

7月12日午间，本土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一则《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

业务的声明》。该声明称，近一个月来陆续有多家广告传媒公司联系比亚迪，询问李娟事件的相关信息。但

比亚迪方面表示，李娟行为系冒用比亚迪名义进行的违法行为，比亚迪方面已报警。 

  

  

长生生物核心公司被收回GMP 狂犬疫苗被责令停产、启动召回 
  

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根据线索，组织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飞行检查，发

现长春长生的产品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被指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长

春长生为A股上市公司长生生物的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目前在售产品包括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冻干人用

狂犬疫苗(Vero细胞)等。从批签发数量看，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已经位居国内第二位。这两类疫苗为二价疫

苗，也是公司的核心盈利点。针对上述事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要求吉林省食药监局收回长春长生《药

品GMP证书》，责令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责成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主动采取控制措施，确保公众用药安

全。 

  

  

【市场概览】 
  

A股：上周五上证指数报 2831.18 点，下跌 0.23%，成交额 1463.01亿。深证成指报 9326.97 点，上涨 0.58%，

成交额 2197.62亿。创业板指报 1618.46点，上涨 0.24%，成交额 868.99亿。两市合计成交 3660.63亿。 

  

港股：上周五恒生指数涨 0.16%，报 28525.44点。国企指数跌 0.06%，报 10746.45点。 

  

美股：上周五标普 500 指数收涨 3.02 点，涨幅 0.11%，报 2801.31 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涨 94.52 点，

涨幅 0.38%，报 25019.4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 2.06 点，涨幅 0.03%，报 7825.98点，。 

  

欧股：上周五德国 DAX 30 指数收涨 0.38%，报 12540.73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涨 0.43%，报 5429.20 点。

英国富时 100指数收涨 0.14%，报 7661.87点。 

  

解禁：本周两市共有35家公司的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解禁股数共计22.68亿股，本周解禁市值比前一周的

563.18亿元，减少了110.64亿元，减少幅度为19.65%，为年内偏低水平。 

  

汇率：上周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6727，较上一个交易日跌 1个基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报 6.6905，

下跌 226个基点。 

  

黄金：上周五 COMEX8月黄金期货收跌 5.40美元，跌幅 0.4%，报 1241.2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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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上周五 TI8月原油期货收涨 0.25美元，涨幅 0.36%，报 70.58美元/桶。布伦特 9月原油期货收涨 0.47

美元，涨幅 0.63%，报 74.92美元/桶。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上周五涨 2.1%，报 1666点。 

  

  

【热点机会】 
  

华为秘密“达芬奇”计划首曝光 自研AI芯片挑战英伟达 
  

据媒体爆料，华为内部已经制定了代号“达芬奇”（Project Da Vinci）的项目，也被一些华为高管称为“D

计划”。“D计划”的内容包括为数据中心开发新的华为AI芯片，能够支持云中的语音和图像识别等应用，这

是华为涉足竞争激烈的人工智能市场的第一关。 

  

点评：在芯片产业，行业实力前20%的企业拿走了80%的利润。AI引擎为核心芯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让

其他公司也能获得一个新的机会。华为目前使用英伟达的芯片来为其服务器增加AI功能，但华为希望逐步减

少对美国公司的依赖。开发AI芯片是“达芬奇”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可能对英伟达构成挑战。业内人士认

为，“中兴事件”给国内企业敲响了警钟，华为的造芯计划在这个时间节点显得愈发必要，也成为整个中国

产业发展的关键。 

  

相关公司：诚迈科技（300598）主要提供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的移动芯片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服务；中科

创达（300496）为麒麟970提供了ObjectRecognition物体识别的一整套嵌入式AI解决方案，助力其实现物体

识别 AI技术的落地和商用。 

  

  

上海力挺工业互联网创新工程 助推行业快速发展 
  

《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未来三年上海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路线图。根据

方案，到2020年，通过实施上海工业互联网"533"创新工程，全力争创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城市，并

带动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方案具体包括实施功能体系建设、集成创新应用、产业生态培育等

多方面内容。2017年我国工业互联网直接产业规模为5700亿元,2017-2019年均复合增速为18%，工信部预计

2020年其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此前国务院已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

导意见》，工信部发布《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相关政策。 

  

点评：工业互联网作为连接工业全系统、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支撑工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是互

联网从消费领域走向生产领域的核心载体，随着政策逐渐落地，工业互联网发展速度有望进一步加快。 

  

相关公司：汉得信息（300170）汉得提供涵盖企业信息化建设全生命周期（规划、实施、定制开发、运维、

升级等）的交付服务，实施产品涵盖了企业管理信息化几乎所有主要领域；宝信软件（600845）中国领先的

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 

  

  

【大事提醒】 

  

时间 事件 影响板块 

7月 27日 2018全球机器学习技术大会 人工智能 

7 月 年中经济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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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公司业绩 
  

九华旅游：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47亿元，同比增长0.82%；实现净利润6025万元，同比增长1.19%。

基本每股收益0.54元。 

  

北部湾旅：公司预计2018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为1.25亿元到1.35亿元之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000万元到

5000万元，同比增长43%到55%。 

  

美达股份：公司预计2018年上半年净利为2400万元-2600万元，同比增长137%-157%。报告期，公司产品产销

量稳定，产品价差比去年同期有较大提升，毛利维持较好水平。 

  

安井食品：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9.47亿元，同比增长18.64%；净利为1.42亿元，同比增长37.4%。利

润增长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增加，盈利能力增强。 

  

保利地产：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收598.66亿元，同比增长9.9%；净利为64.92亿元，同比增长14.9%。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签约金额2153.12亿元，同比增长46.86%，为以后年度的业绩增长奠定了基础。 

  

金洲慈航：公司预计2018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500万元-9000万元，每股收益约0.02元-0.04元。上年同期净

利润为3.68亿元，每股收益0.35元。 

  

金莱特：公司此前预计1-6月净利为亏损500万元-750万元。修正后，预计净利亏损800万元-1150万元，上年

同期盈利1187万元。业绩预告修正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未到期外汇产品按公允价值计价浮亏约850万元。 

  

新华保险：1-6月原保费收入增长10.83%至678.7亿元。 

  

中煤能源：6月商品煤销量增加24.8%至1443万吨。 

  

中国国航：6月旅客周转量升13.3% 货邮周转量升4.0%。 

  

中兴通讯：预计上半年业绩盈转亏 净亏损70-90亿元。 

  

中国中冶：上半年新签合同额增6.4%至3170.5亿元。 

  

南方航空：6月旅客周转量同比升12.51%。 

  

秦港股份：上半年吞吐量升1.37%至1.91亿吨。 

  

中国动向(03818.HK)：Kappa上半年线下同店销售录得中低单位数增长。 

  

华润电力(00836.HK)：上半年附属电厂售电量升4.0%至7688.08万兆瓦时。 

  

朗生医药(00503.HK)：预期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显著下降。 

  

国电科环(01296.HK)：龙源技术上半年净利润预增20%-50%。 

  

江山控股(00295.HK)：上半年太阳能总发电量同比上升约66%至109.12万兆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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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合并重组 
  

利欧股份：公司与苏州梦嘉的股东宁波妍熙、宁波熙灿、张地雨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支付现金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收购宁波妍熙、宁波熙灿、张地雨所持标的公司75%股权。 

  

鹏欣资源：公司全资子公司鹏欣矿投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SPV，由香港SPV以不超过11亿美元(折合

人民币约72.78亿元)收购标的公司ARS100%的股权。ARS公司持有PTAR95%的权益。 

  

华扬联众：公司拟以20.79元/股发行6736.41万股，并支付4.89亿元现金，合计作价18.9亿元收购龙帆广告

100%股权。公司同时拟募集不超过5.14亿元配套资金。龙帆广告2018年-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68

亿元、1.93亿元、2.22亿元。 

  

三祥新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拟购买辽宁华锆100%股权，初步交易价格2.5

亿元。辽宁华锆主营金属锆相关业务，在建金属锆产能在1000吨以上。 

  

华鹏飞：公司签署资产收购框架协议，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军懋国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低于51%的股份。 

  

藏格控股：公司拟向藏格投资、中胜矿业等发行股份，收购巨龙铜业100%股权，巨龙铜业100%股权暂作价280

亿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资不超15亿元。 

  

凯龙股份：为进一步扩大复合肥生产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钟祥凯龙拟不超3905万元收购云之丰农业70%股

权。 

  

茂业通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行政许可申请获证监会有条件

通过。公司股票7月16日复牌。 

  

合同与中标 
  

东方园林：公司于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华蓥市生态修复工程(海绵城市)PPP项目社会资本方

采购的中标联合体，项目总投资额为9亿元。 

  

亨通光电：公司子公司亨通高压中标龙源大丰(H7)200MW海上风电项目35kV海底光电复合电缆及附件采购【二

次挂网】项目，中标金额9772万元。 

  

上海建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1月至6月累计新签合同1435.11亿元，同比增长3.64%，完成2018年度新签合同

目标总额的60.55%。 

  

大千生态：公司及子公司2018年4-6月新签项目合同10项，合计5.27亿元。新签项目合同中，EPC项目合同2

项，园林绿化施工业务合同3项，设计咨询业务合同5项。 

  

中国中冶：公司2018年1-6月份新签合同额3170.5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新签海外合同额为76.6亿元。 

  

美芝股份：公司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和幕墙工

程的中标单位，中标价3.28亿元，占公司2017年度营收的34.78%，总工期448天。 

  

合作 
  

华宇软件：公司与腾讯云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安全、

移动互联等领域开展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与服务、市场联合营销与拓展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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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募资 
  

洪城水业：公司拟向包括控股股东水业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1.58亿股，募集不超过

11.18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供水项目和污水处理项目。水业集团的认购比例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的20%。 

  

资质许可 
  

ST生化：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人凝血酶原

复合物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临床适应症：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和获得性凝血因子

II、VII、IX、X缺乏症(单独或联合缺乏)，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1083.15万元。 

  

正元智慧：公司近日取得工信部颁发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公司原有许可证业务种类为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现新增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这对公司的业务拓展具

有积极意义。正元智慧同时公布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00万份，

激励对象共计176人。 

  

投资增资设立 
  

中航资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参与广发银行增资扩股，以不超过53亿元自有资金认购广发银行

7.62亿股。本次增资后，中航投资将持有广发银行不超过3.88%股份。 

  

增减持 
  

智慧松德：公司股东松德实业计划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14,069,250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不超过2.40%。截至公告日，松德实业持有公司股份56,277,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9.60%。松德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景松的一致行动人，郭景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张

晓玲、松德实业)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32,821,8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2%。 

  

*ST佳电：持股占比7.48%的股东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2018年8月6日至2019年2月5日间，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9,797,8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 

  

中牧股份：公司实控人一致行动人华农资产，7月13日增持公司股份601.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华农

资产计划自本次增持之日起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票，拟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1%(含本次已

增持股份)，不超过2%。 

  

山东威达：公司董事黄建中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谷投资计划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10,776,7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57%。 

  

中华企业：公司控股股东地产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2%，累计增持金额

不低于2亿元。 

  

国投资本：7月13日，控股股东国投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国投资产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53.2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国投资产未来12个月内将继续增持，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不超过4227万股(占总股本的1%)。 

  

华脉科技：公司股东王晓甫、张凡、鲁仲明、吴珩、窦云、吴体荣拟6个月内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68.96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4.82%。 

  

中环股份：公司去年12月22日曾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渤海信息产业基金计划减持不超1.32亿股，占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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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的5%。截至目前，渤海信息产业基金未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此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中南建设：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投拟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金额在1亿元以内(含本数)。 

  

华闻传媒：公司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改为采用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资产部分股权，公司股票7月

16日复牌。另外，公司实控人国广控股拟在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5亿元。 

  

股份回购 
  

潍柴动力：公司拟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15元/股。若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

计回购的股份占总股本约0.41%以上。 

  

完美世界：公司拟不超过10亿元且不低于5亿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36元/股。所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利德曼：公司拟不低于5000万元且不超过1亿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0元/股。按上述条件测算，预计

此次回购股份约500万股至1000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18%至2.36%。回购股份将用于

股权激励计划或依法注销。 

  
维维股份：公司拟回购不低于1亿元，不超过3.34亿元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4元/股(含)，实施期限为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该部分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注销等。 

  

股权转让 
  

圆通速递：公司全资子公司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其持有的上海圆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其享有的对上海圆驿的相关债权。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

287,928,724.07元。本次交易可优化公司资产配置，促进公司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 

  

世纪鼎利：公司实控人叶滨、持股5%以上的股东王耘和陈浩，与东方恒信协商并达成一致，决定终止交易各

方于7月2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于7月14日签署了解除协议。叶滨、王耘、陈浩原本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9.09%股份转让给东方恒信。同时，叶滨将其持有的公司15.75%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东方恒信。若股份转让

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东方恒信，实控人变更为蒋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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