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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暴跌，腰斩，套牢，爆仓……随着 A 股的持续暴跌，各种与股市相
关的
“
悲剧”持续上演。 随着股价的持续下跌，那些进行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们，不得不持续补
仓。而在股权、资金全被用来补仓，
“
弹尽粮绝”之时，爆仓随时可能发生，上市公司也面临易主的风险。除了股权质押之外，还有那些进行
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 多数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已经跌破成本线。 由此，A股市场的投资者、大股东以及上市公司员工们的利益，前所未
有地被绑定在一起。 然而，危中有机。 恰恰是因为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股东、高管、员工们的利益也被暴跌的A股裹挟进来，投资的机会也在暴跌中隐现。

2 万亿股权质押遇险 大股东自救临考
本报记者 崔文官 成都报道

6 月份至今股市的两轮暴跌，
犹如一副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从
“股民”环节传导到“股东”环节，
上千家上市公司股价触及警戒线
甚至平仓线。 大股东超高比例质
押融资面临“强平”的风险，稍有

不慎公司就会“
被迫”易主。

9 日）两市总共 1084 家上市公司进

“自救”危 OR 机？

华泰证券分析指出，若在股价
大幅连续跌落的情境下， 大股东由
于自身的原因不能如期满足监管关

行了 3653 笔股权质押。 而中金公
司也在一份近日的研究报告中指
出，截至目前，股票质押存量 2.7 万

“股权质押的投资机会在于大股东继续补充抵押物或者开始自救， 通过相关办法来稳定股价，促
使股价上涨从而摆脱被平仓的风险。 ”

于持仓警戒线、 平仓线的要求并如

亿元，其中 2015 年净增加 1.4 万亿

如此庞大的股权质押规模，犹

流，就会导致坏账。

就曾用过拟筹划重大事项
“这招”停

元。 目前 2.7 万亿元的质押市值约
占 A 股自由流通市值的 16%，占总
市值的 6%，规模不容小觑。

如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当股权质押变

面对中小投资者对大股东股权
质押风险的担忧，一些上市公司也

成了股权冻结，银行或者信托公司
不得不强制拍卖所质押股票的时

主动释放“稳定”信号来对冲市场抛
售的压力。

盘避风头。
还有上市公司为了筹集资金避
免被平仓，持续质押自家股权，使得
质押的股权数量不断攀升。 自 6 月

候，就会存在股价暴跌或者被恐慌
抛售的风险。
不过中金公司则认为股权质

麦趣尔在 8 月 25 日发布业绩
预告，称 2015 年 1~9 月份公司归属

以来，润和软件（300339.SZ）股价距
最高点跌幅亦高达七成， 而公司大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股东润和投资恰在股价高点时通过
山西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期补平持仓，爆仓的风险油然而生。
《中国经营报》 记者通过万得
资讯统计数据获悉，年初至今（9 月

部分股权临近平仓线
据了解，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用大量股票质押换得贷款，随着股价暴跌，一些高危个股面临很
大的补仓压力。
日前华仁药业（300110.SZ）的

道的股权质押占比最大。 2014 年

一纸公告引发了外界对大股东高
位质押股权的担忧。 据华仁药业

至今 2.3 万亿元的股权质押市值
中， 有 1.3 万亿元的质押方是券

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华仁世纪
集 团 所 持 2.8 亿 股 股 份 中 已 有
2.59 亿股处于质押状态， 其中质

商，占比 57%。 其次是银行（0.5 万
亿元，23%） 和信托 （0.3 万亿元，
12%）。 这也意味着若股权质押出

押给齐鲁证券的 7240 万股股份
已触及融资警戒线。
同样， 华映科技（000536.SZ）

现风险，券商将首当其冲。
上海一位机构人士告诉记
者，“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质押股

目前也因股权质押触及平仓线处
于临时停牌状态。 9 月 7 日，华映

权，多半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
由于股票质押贷款属于高风险的

科技发布公告称，截至 9 月 2 日，
控股股东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数量较多，跌幅较深个股（部分）
名称

出质人

股数(万股)

起始日期

收盘价(起始日)

收盘价(截至 9 月 10 日)

长江证券

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9,788.81

2015-5-22

17.84

10.00

山鹰纸业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

2015-4-20

4.44

3.85

泛海控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8,800.00

2015-6-1

19.41

10.88

信威集团

王靖

40,000.00

2015-7-27

36.79

29.28

庞大集团

庞庆华

39,500.00

2014-12-26

6.24

4.09

南山铝业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35,921.00

2014-12-4

8.81

5.98

天茂集团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32,193.86

2015-5-13

13.40

6.74

泛海控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795.50

2015-3-6

13.00

10.88

华数传媒

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67.10

2015-5-15

56.59

29.45

大康牧业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28,600.00

2014-11-20

7.78

5.87

贷款业务， 在市场波动情况下很
有可能出现到期难以偿付贷款利

香雪制药

广州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

5,207.30

2015-8-5

22.27

16.31

华策影视

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

2015-6-15

36.00

26.70

共计持有公司 49576.5572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 77910.2886 万股
的 63.63%。
其中， 用于质押的股数累计

息或本金的局面。 因此，为控制因
股票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特设
立警戒线和平仓线。 ”
据了解，当股价下跌触及预

隆华节能

李占明

4,380.00

2015-5-14

29.90

16.25

舒泰神

香塘集团有限公司

4,260.00

2015-4-24

38.45

28.26

华仁药业

华仁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4,240.00

2015-6-25

19.85

10.67

为 49554.3057 万股， 质押股数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99.96%，预
警线区间为 9.15~12.33 元， 平仓
线区间为 8.32~11.21 元 。 9 月 2
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已处于上

警线时，出质人会被要求增加质
押物，如 果 没 有 执 行 ， 股 价 继 续
下跌至平仓线，大股东将会被强
制平仓。 一般而言， 预警线为
150%，平仓线为 130%。 即，如果

述平仓线区间。
西南地区一位券商人士告诉

质押率是 0.5， 初始履约保障比
例 200%， 股价下跌 35%就跌到

记者，“年初至 6 月中旬牛市处于
加速上升期， 个股股价也是不断

最低线， 将 进 入 平 仓 流 程 ， 没 有
及时补仓就会被强平。 如果大股

攀升， 这时候做股权质押的上市
公司股东抵押融资获得的资金

东不能及时补充质押，所质押的
股权很可能就会被金融机构抛

大。 随着本轮股市的大幅下跌，股
价也大幅回落， 股票质押业务的

售，甚至可能丧失对上市公司的
控股权。

风险也在突增。 尤其一旦股价快
速回落后， 它们也是最先面临着

为了防止控制权旁落， 多家
公司不得不补充质押。 9 月 7 日，

爆仓风险。 ”
据了解， 很多上市公司大股

曾经的互联网牛股大智慧
（601519.SH）发布公告称，控股股

按照中金公司 8 月 31 日在
一份研究报告中的测算，目前 2.7
万亿元的质押市值约占 A 股自由

压力更大。

后，市场表现都有不小幅度回升，股
权质押的压力得到缓解。 ”
此外，由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大

东用大量股票质押换得贷款，随
着股价暴跌， 金融机构会把股票

东张长虹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和 372

流通市值的 16%，占总市值的 6%。
若按质押时的股价计算，2015 年

据中金公司的压力测算，当上证
指数下跌 1939 点时，全体质押方将出

多是由大股东掌控，因此一旦股价
出现非理性大跌，上市公司往往也

质押盘强行平仓， 股东应付质押

万股（共计 2372 万股，占公司总

现 605 亿元浮亏，其中，由于券商占据

会通过停牌方式助股价“强行止

爆仓风险的办法便是增加股票质
押物， 一些高危个股面临很大的

股本的 1.19%）补充质押给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

净增的质押市值为 1.66 万亿元，
但经历 6 月份以后的市场调整，

跌”，以减缓大股东质押股权触及警
戒线的压力。

补仓压力。
中天城投控股股东金世旗国
际控股 5 月 21 日至 6 月 19 日先
后将 7.1 亿股质押给第一创业证
券、 申万宏源和中泰信托三家机
构， 质押日以来股价跌幅介于
46%~58%之间， 而金世旗所持股
18 亿股中超过 13 亿股已经处于

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据记者统计，仅 9 月以来，恒
逸石化、西王食品、红太阳、猛狮
科技、大智慧等 14 家上市公司发
布了增加质押股票的通告， 而上
述 14 家上市公司股价自 6 月 15
日以来平均跌幅超过 50%。
更让人担忧的是， 一些上市

了股权质押业务的大头， 券商也将承
受浮亏中的大头， 其规模将相当于券
商 2014 年全行业收入的营业 13.3%。
同时， 银行将承受相当于去年行业净
利息收入 0.42%的浮亏。
国金证券则认为，如果股价持
续暴跌，将触发股权质押的大面积
清盘，作为出资方的银行或者信托

（002259.SZ）。 8 月 26 日晚间，公司
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向陕西绿源天
然气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榆林
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米脂绿源天
然气有限公司及榆林金源物流有限

质押状态， 补仓可能需要筹集真
金白银。
据中金公司的估算， 券商渠

公司大股东已经为了避免质押
的股权被强平不惜“铤而走险”，
津劝业（600821.SH）第二大股 东

风险也会“变现”，压倒资本市场。
股票质押的连续爆仓会导致上市
公司的迅速瓦解，如果发生市场恐

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本次拟筹划的
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至 9 月 26 日。

慌、投资者信心全无，跌停的股票
无法卖出，银行或信托资金无法回

实际上，早在今年 7 月 3 日，即
第一轮股市暴跌后不久，升达林业

良信电器等 64 家上市公司涉及股
权质押次数在 10 次以上 (包含 10
次)。 另有 106 家公司股权质押涉及
的机构数在 5 家以上 (包含 5 家)。
其中新湖中宝从 2015 年 1 月份至
8 月份合计质押 38 次股权，可以说
每个月公司都有质押股权。 新湖中
宝除了创出质押股权次数最高纪录
的同时， 还是质押机构数最多的公

资料来源：根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整理

中商联此前就曾被媒体曝出因

押风险难对金融体系形成冲击，估

3741.18 万至 7482.36 万元。 今年 6

股权质押引发的平仓危机而违
规减持。

算目前对银行的影响仅为 0.03%，
但会影响该业务发展。

月底，麦趣尔的大股东麦趣尔集团
已将所持上市公司股权的 97.21%

实际上在 A 股市场，股权质
押十分普遍。 安信证券分析指
出，2013 年 A 股全部上市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陡降，
较 2012 年同比下降 33.4%，现金

中金公司称，股权质押的风险
目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8 月
末多日当日解押规模高于新增质
押， 表明股权质押风险开始显现；
同时，就整体市场而言，质押产生
的平仓行为将与股指形成负向循
环，即质押方的平仓行为以及质押

进行了质押。 而今年的第一牛股暴
风科技 (300431.SZ)也因大股东的
股权质押此前推出了 10 股转增 12
股的高送转预案。
上述西南地区券商人士告诉记

流状况恶化；再者就是牛市带来
的股价飙升使上市公司大股东
在股权质押中可以获得更多的
资金，促发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
积极性。

目前的质押市值下降至 1.4 万亿
元，降幅 16%。
华泰证券测算发现， 目前共
有存量股权质押业务约 5300 单，
涉及上市公司 1280 家，质押总股
数 1510 亿股， 参考总市值约 2.2
万亿元。 通过股权质押业务的融
资余额为约 1 万亿元。 其中，2015
年以来新增股权质押业务约 3200
单，涉及上市公司 1039 家，质押
总股数 883 亿股， 参考总市值约
1.3 万亿元。

人通过减持其他股票筹资补仓的
过程在短期内对股价形成进一步
的下行压力；此外，当质押股遇上
高估值， 如若市场处于弱势环境，
高估值个股遭遇质押风险时回调

易。 而大跌过后，润和投资 8 月 25
日分两笔向山西证券补充质押了
420 万股。
另据万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8 日，保千里、上海莱士、

者，“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高送转
就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保障自己
利益的举措，特别是为了保住大股
东被质押的股权。 除了大幅普跌的
情况，近期一些公司抛出高送转之

较为典型的就是升达林业

司， 其质押股权涉及的机构合计有
24 家。
上述上海地区机构人士认为，
“股权质押的个股，有风险但也存在
投资机会。 风险在于大股东无法补
充足够的抵押物， 股票或被强制平
仓； 机会在于大股东继续补充抵押
物或者开始自救， 通过相关办法来
稳定股价， 促使股价上涨从而摆脱
被平仓的风险。 ”
实际上国金证券也在研报中表
示，“
随着股权质押标的股票逐步逼
近警戒线， 如果股东不做出相应的
应对措施， 标的股票的卖出压力会
很大， 而这又可能导致标的股票的
进一步下跌。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大
股东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股价持续
暴跌， 将触发股权质押的大面积清
盘， 作为出资方的银行或者信托的
风险也会‘
变现’，压倒资本市场。从
这个角度， 可以合理地推测到大股
东做市值管理的需求。 ”
安信证券则认为，“如果希望从
大股东股权质押这个主题中寻找投
资机会， 那么必须要相信一个前提
假设， 那就是大股东为避免自己公
司的股票被强行平仓、抛售变现，绝
不会轻易放任股票价格逼近预警线
甚至是平仓线， 否则如果想保住股
权， 必须掏出大量现金来追补保证
金，而在目前的市场和经济环境下，
相信短时间内凑够大量现金是极为
困难的。 当然， 如果市场的跌势不
止，投资者毫无信心，漠视所谓的利
好消息， 那么即使大股东有自救的
动力也无济于事。 ”

相关报道

员工持股计划：救市之后跌破成本

员工持股计划相对成本跌幅较深个股（8 月 17 日至 9 月 7 日）
二级市场买入方式：

本报记者 张玉香 北京报道

2014 年 6 月份 《关于上市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此后，上
市公司纷纷推出员工持股计划。而如
今，股市的跌跌不休，让员工持股计
划标的个股出现大面积浮亏。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同花顺
iFinD 统计显示，自《指导意见》发布
以来，共有 367 家公司宣布了员工持
股计划，其中已经实施的有 101 家。
此前， 国泰君安曾在报告中预
计，员工持股计划在 A 股市场将得
到迅速发展， 将给予市场新的事件
性投资机会。 国泰君安的判断基于
两个原因： 一方面员工持股计划形
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

体，政策上能得到较强的支持。另一
方面， 相比较大股东增持和股权激
励，员工持股计划在对股价影响、员

股计划时， 上市公司的员工主要是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和定增增发两种
方式获得。

实行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个股多数已
经跌破员工持股成本价。 据信达证
券 9 月 7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目前

工激励和税收上均有优势。
据信达证券相关报告统计，仅
在 7 月份， 就有 169 家上市公司推
出了员工持股计划。 不过 7 月份员
工持股计划的密集推出， 与股市的
下跌亦有关系。“在市场大幅回调的
情况下， 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成为上
市公司稳定市场情绪的重要手段。”

据胡申介绍， 从去年 6 月份以
来，由于市场处于上升态势，多数公
司倾向于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
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此后随着二级市
场股价的持续上涨，非公开增发模式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但在今
年 6 月中旬开始的非理性暴跌之后，
由于股价处于低位，越来越多的公司

二级市场完成购买的标的平均收益
率为 -8.5%，首次平均跌破成本线。
非公开增发持股标的的平均收益率
为 17.3%，截至 9 月 2 日，有 48 只
出现跌破成本的现象。
以通过二级市场购买股票的员
工持股计划标的华孚色纺（002042.
SZ）为例，其员工持股计划的平均

信达证券研究员胡申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 目前上市公司推行员
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主要有四
种：一是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二是通
过定向增发获得； 三是大股东直接
赠与； 四是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
票。据记者统计，目前在推行员工持

再次选择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
完成员工持股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
买入与定向增发相比，可以避免稀释
原有股东的股权。 此外，由于 A 股的
下跌，目前员工买入的成本也相对较
低。 ”胡申向记者表示。
随着 A 股的大面积下跌，这些

成本在 11.47 元左右。 但是截至 9
月 10 日停牌时，华孚色纺在二级市
场的价格为 8.78 元 / 股。 这与员工
持股计划买入价相比， 跌去了
23.45%。 而公布非公开草案的盘江
股份其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持股成
本为 12.2 元 / 股，截至 9 月 10 日，

公司名称

购买完成公告时间

购买数量（万股）

购买成本（元 / 股）

相对跌幅

云内动力

8 月 19 日

644

9.30%

-30.60%

永兴特钢

8 月 26 日

236

43.3

-24.80%

开山股份

9月2日

651

20.1

-22.80%

辉丰股份

8 月 28 日

805

17.6

-22%

欣龙控股

8 月 28 日

3548

6

-11.10%

非公开增发方式（公布草案）：
公司名称

草案公布时间

购买数量（万股）

锁定购买成本（元 / 股）

相对跌幅

喜临门

8 月 28 日

714.2

14

-17.20%

国光电器

8 月 22 日

540.2

8.7

-26.40%

盘江股份

8 月 19 日

1619.9

12.2

-48.30%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

其收盘价为 7.35 元 / 股。
据胡申介绍， 跌破员工持股成
本的标的未来将出现投资机会。 目
前筛选员工持股计划标的的股票主
要从四个维度考虑：一是杠杆高低，
二是员工持股占比，三是业绩状况，
四是跌破员工持股成本比例。

“对于那些已经通过二级市场
买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而
言，其员工持股成本是确定的。对于
投资者来说，也比较好筛选。投资者
在关注公司基本面的同时， 也要防
范大盘继续下跌带来的风险。”胡申
向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