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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股价连续击穿预警线

致同：资本市场需要
“做精做专”

九鼎投资控股股东半年 7 次补充质押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武汉报道

尽管九鼎投资 （600053.SH）今
年以来不断传来在管基金参股公司
IPO 成功过会的捷报，但这并未阻止

其股价一路走低，并在 10 月 30 日发

资控股股东第七次补充质押。

这种势头在持续， 公司并不存在外

生一起罕见跌停。 为此，11 月 7 日，
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控股股东中江集

九鼎投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股价并不能完全反

界传言的所谓控股股东打压股价的
行为，随着项目的持续退出，公司获

团补充质押 1800 万股，《中国经营

映公司情况， 公司私募业务量与回

得的浮盈将会体现在未来的业绩报

报》记者注意到，这是半年来九鼎投

报率一直在行业中排名靠前， 目前

告中。

预警线连续被击穿
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至今，半年内中江集团已经 7 次补充质押。
自今年 1 月开始， 九鼎投资在

续 15 个 板 的 涨 停 神 话 ， 在 翻 过

来单季度来看， 这家公司连续 3 个季

江集团已经 7 次补充质押。 据了解，

跌破月线半年后， 于 20 日、10 日、5
日均线附近纠缠 4 个月依然无力反
转， 股价被不断出逃的投资者抛出

77.58 元 / 股股价高峰后股价回落。
10 月 30 日暴跌前一天，九鼎投
资公布三季报，前三季度上市公司获

度营业收入在 2 亿元以下， 并且第三
季度营业仅 1.26 亿元，为 3 个季度来
的最低值。另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融资机构在融资人办理股票质押融
资时为管理风险设置一条预警线和
平仓线。 如果股价击穿预警线，融资

的卖盘拉低。10 月 30 日这一天换手

得营业收入为 4.57 亿元，而上年同期

流净额除第二个季度为正，一季度与

人必须以现金或股票的方式补足质

率放大至平时的 5 倍， 大量卖单抛
出，延至午后半小时股价即被砸停。

这一数据为 10.19 亿元，同比大幅减
少 55.18%。 在大半收入减少的情况，

三季度均为负值，这与去年大不相同。
跌停事件发生后，11 月 2 日、4

押，以防止融资机构将股票强平。 中
江集团的全部股权为九鼎集团

上一次 跌 停 是 两 年 前 的 12 月 31

前三季度的净利润数据也非常难看，

日、7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三则补充

（430719.OC）所有。 九鼎集团在 10

日， 彼时九鼎投资刚刚完成重组中

1.4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9.24%。

质押公告， 涉及控股股东中江集团

月 30 日披露的三季报中显示，公司

江地产（600053.SH 的曾用名），在 A
股股灾余威的大环境中依然创造连

这是九鼎投资连续第三个季度
营收数据同比大幅下滑。 仅从今年以

的 4 笔交易。 另据记者统计，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至今， 半年内中

货币资金达 125.56 亿元，足以覆盖
九鼎投资股价下跌带来的风险。

受减持新规影响

2017 年以来控股股东中江集团补充质押的情况

蔡蕾称，受减持新规影响，项目退出导致公司业绩同比下降。

时间

质押股数

质权人

用途

5 月 25 日

200 万股

江西银行南昌滨江支行

补充质押

房地产与私募股权投资是九

3%，其中竞价交易不得超过 1%，大

鼎投资的两大主业。 从贡献收入
来看， 前三季度房地产带来收入

宗交易不得超过 2%。
这种“
限流”将直接影响资金流

不足 4000 万元，带来利润为负值，
显然私募股权投资是九鼎投资的
重头。 后者的收入来源于两类：管
理费和管理报酬。 在 11 月 2 日召
开的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九鼎投
资董事长蔡蕾介绍，每年收取的管

出速度与总量。 在谈到三季度业绩
时，蔡蕾称，受减持新规影响，项目
退出导致公司业绩同比下降， 但他
同时强调“
公司在管已上市项目按
当前股价计算存在较大浮盈”。
据 11 月 6 日清科集团研究中

理费平均水平为基金规模的 2%，
管理报酬则按照基金超额收益的

心的数据显示，IPO 审核回归常态
化， 上市周期较过往大幅缩短，为

排名

机构名称

数量

代表性企业

1

达晨创投

16

尚品宅配、吉比特、利安隆、华凯创意

20%计算，管理报酬与当期项目退
出直接相关。

VC/PE 机构 IPO 退出带来极大红
利。 2017 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在

2

深创投

14

华凯创意、新雷能、捷捷微电、正丹股份

3

九鼎投资

11

科林电气、荣泰健康、欧普康视、诚意药业

4

金石投资

11

旭升股份、贝斯特、金能科技、恒银金融

5

涌铧投资

11

汇纳科技、亚士创能、洁美科技、奥翔药业

2017 年 5 月 27 日证监会修订
发布《上市公司的股东、董监高减持

境内外资本市场 IPO 共计 392 家，
较 2016 年前三季度上升 142.0%，

股份的若干规定》，随后上交所根据
这项规定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东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的实施细则》。 如对于通过

其中，2017 年前三季度，VC/PE 支
持的中企 IPO 数量达到 223 家，包
括 215 家中企境内资本市场上市，8
家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IPO 前、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成为
上市公司持股超过 5%以上的特定
大股东，规定减持时，不管通过竞价
交易还是大宗交易， 在任意时间连

今年前三季度，IPO 上市数量
最多的前 5 家机构排名分别是，达
晨创投（16 个）、深创投（14 个）、九
鼎投资（11 个）、金石投资（11 个）和
涌铧投资（11 个）。

续 90 日内总额不得超过总股本的

7 月 21 日

50 万股

中信证券

补充质押

9 月 29 日

200 万股

江西银行南昌滨江支行

补充质押

10 月 31 日

270 万股

中信证券

补充质押

11 月 2 日

800 万股

江西银行南昌滨江支行

补充质押

11 月 2 日

810 万股

中信证券

补充质押

11 月 3 日

1800 万股

江苏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

补充质押
据公开资料整理

今年前三季度 IPO 上市数量前五机构排名

数据来源：清科集团研究中心

九鼎投资此前各报告期年报介
绍， 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主要
是 IPO、借壳、并购或者股权转让、
回购，其中 IPO 为主要方式。 从排
名可知， 九鼎投资今年以来业绩在
行业排名第三，业绩依然扎实。在投
资者说明会上，公司董秘易凌杰称，

基金中已上市未退出的项目市值约
135 亿元。
在 9 月份的一次投资者说明会
上， 蔡蕾在谈到减持新规对公司业
绩影响时解释： 该政策对投资机构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在管

为股权投资的关键导向。

的退出有一定冲击， 从中长期看这
些政策将使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成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成立 36 年， 从定位于服务
企业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致

本报实习记者 顾梦轩

10 月 10 日起， 李永接替杜季柳担

公司尚未正面回应此事。

产品业绩造成不稳定、负面的影响。

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此
前，杜季柳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一位研究机构投研负责人表
示， 高层的频繁变动会造成公司内

“公司高管以及投研的人事变
动对公司的管理水平和投研服务

成立仅 3 年的中金基金自成立
以来高管变动频繁。 日前中金基金

由李永接替其职务。 如此频繁的人
事变动，是否会对公司的管理、基金

部结构不稳定。 中金基金创立近 3
年以来，高管层频繁变更，投研团队

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如果公司
体制和工作流程健全的话，这种影

又发布人员调整公告。 中金基金现
任董事杜季柳因个人原因辞职，自

业绩造成影响？ 《中国经营报》记者
致电中金基金，不过截至记者发稿，

的人员流失、转换也非常大，这些变
动都可能会对公司业务发展方向、

响将会降到最低。 ”另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

团队不稳定
理三季度的持仓结构发生变化有关。

度 按 市 值 加 权 涨 跌 幅 为 11.22% ，

繁，中金基金的投研团队也有不小
的变动。 中金基金目前有 5 名基金
经理，据 Wind 数据，该公司基金经
理平均年限为 1.24 年。 去年 7 月，
基金经理石云峰离职，今年 3 月，基
金经理李云琪离职。
或许是管理团队和投研团队的
不稳定影响了基金业绩，在中金基
金今年年中报披露的 9 只基金中，

就连中金基金所有基金中收
益最差的中金绝对收益在三季度
也有了不错的业绩表现。 虽然今年
以来投资回报率仍然为 -0.49%，但
是三季度数据报告显示，该只基金
净 值 增 长 率 为 1.09% ， 跑 赢 基 准
0.73 个百分点。 而在今年年中报披
露的数据中，该只基金报告期内净
值增长率为 -1.66%，业绩比较基准

根据天相投顾的数据， 一季度
末，中金绝对收益在制造业的投资比
例为 14.06%， 在金融业的投资比例
为 30.75%；二季度末，其在制造业投
资比例为 31.09%， 在金融业的投资
比例为 16.77%。 另外根据三季报显
示，该基金还大幅减持了金融行业股
票（从二季报的 16.77%到 0%），增加
了 对 制 造 业 的 投 资 （31.09% 到

平均涨跌幅为 9.16%；金融业股票
三季度按市值加权涨跌幅为
10.73%，平均涨跌幅为 6.00%。 制
造业股票表现整体好于金融业，也
优于 A 股市场平均水平，因此，相
关业内人士表示，持仓结构从金融
业转向制造业，是中金绝对收益三
季度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
另一位研究机构投研负责人在

有 6 只基金跑输同业基准。 然而从
最新披露的三季报来看，基金业绩
则有了明显提升。12 只基金中，有 8

为 0.72%。
对于中金绝对收益第三季度的
良好表现，业内人士认为这与基金经

40.53%）。
另据中证金牛数据，按照证监
会股票分类标准，制造业股票三季

表达相似看法的同时指出， 金融业
在三季度波动更大， 有多次攀高回
落，而制造业就相对稳定很多。

市场回暖 + 主动操作
此外， 中金基金两只债券型

报中分析称，2017 年三季度， 债券

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业绩增长。其中

面， 沪深 300 从二季度末的 3666

基金表现也很亮眼， 根据天相投
顾提供的数据，截至 10 月 17 日中
金基金两只债券型基金：中金纯债
和中金金利，排名分别为 142/859
和 39/859，并且均跑赢了同业比较
基准。
这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在三季

市场收益率水平窄幅震荡， 中债新
综合财富指数上涨 0.8%， 整体表现
好于二季度， 其中 7 月、8 月和 9 月
区间变动幅度分别为 0.32%，-0.04%
和 0.52%。
此外，中金现金管家、中金中证
500 以及中金量化多策略 3 只基金

中金现金管家 A/C 同类排名分别
为 276/630、111/630，相当不错。
对于中金基金业绩三季度良
好表现，两位业内人士皆认为，这
既得益于市场环境的良好表现，也
有基金经理的管理因素。 根据中证
金牛的数据，今年三季度，股市方

点上涨到了三季度末的 3836 点，
涨幅 4.63%， 已连续 5 个季度持续
上涨，中国股市处于一个结构性慢
牛之中；债市方面，收益率水平窄
幅震荡，中债总财富（总值）指数三
季度上涨 0.33%， 整体好于二季度
的 -0.13%。

致同在此项目中提供财务
尽职调查、 财务数据核查等服

市公司以跨境换股方式成功收购
境外资产”的境内外审计，致同获

务；同时协助韵达引入外部投资

“
最佳并购财务奖”； 服务韵达货
运借壳新海股份， 顺利上市仅用

不仅基金业绩向好， 中金基金
的规模也是一路看涨。 进入 2017 年
以来， 中金基金年初整体规模为
35.64 亿元， 一季度末小幅缩水至

7.96 亿元到 12.86 亿元；货币市场型
基金从 8.97 亿元到 26.74 亿元。增长
规模分别为 6.39 亿元、4.9 亿元和
17.77 亿元。

计规模达 6.18 亿元。 债券型基金方
面， 中金金利 A 从年初到二季度末
规模就增加了 6.64 亿元， 其他债券
基金的规模有增有减。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机构增持中金现
金管家 B。
据来自天相投顾的数据，其中，
中金金利 A 有 99%为机构持有；中

27.57 亿元，二季度末，规模翻番，年
中规模飙涨至 52.62 亿元，三季度末
再度小幅微涨至 57.02 亿元。
具体来看，据万得数据，截至第

据来自天相投顾的数据， 混合
型基金中， 中金量化多策略混合于
2017 年一季度开始纳入统计， 其规
模为 2 亿元。

金现金管家有 80%为机构持有。 中
金现金管家 B 的规模从年初的
20.53 亿元增长到二季度末的 24.48
亿元， 其中机构持有的比例从

三季度末， 混合型基金从 6.15 亿元
增长到 12.54 亿元； 债券型基金从

截至 2017 年二季度末中金基
金又新发行了多只混合型基金，累

对于中金基金规模上升， 第三
方研究机构投研负责人把其归为机
构客户的功劳。其中一位表示，混合
型基金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发行新基
金； 债券型基金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机构增持中金金利 A； 货币型基金

88.72%增长到 98.30%，即机构在这
只基金上的投入增加了 5.85 亿元。

者，接受证监局现场检查，并针
对财务、税务、业务规范给出为

132 天
“
创造了快递企业在国内借

韵达定制的专业、高可行性服务
方案。 最终，韵达快递借壳新海

壳上市流程的新纪录”；承接“共

股份顺利上市仅用 132 天，超越

享单车第一股”IPO 审计工作。
致同合伙人郑建彪在接受

顺丰、圆通和申通，创造了快递
企业在国内借壳上市流程的新

《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
‘做强做大’的同时，我们强调
‘做精做专’，这是嵌入致同发展
战略的极为重要的一条主线，资

纪录，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企业

本市场的深耕是致同‘做精做
专’的重要内容。 ”
“
按市值排名，A 股是全球第
二大资本市场， 也是全球第一大
新兴资本市场， 还是全球成长速
度最快的资本市场之一。 ”郑建彪
表示，在此背景下，促使直接融资
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
据郑建彪介绍， 在会计审计
监管及资本市场监管国际趋同的
大背景下， 致同一方面加强了对
境内外资本市场的研究工作；另
一方面帮助众多企业成功上市，
协助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整合资
源、 做优做强。 通过拓宽融资渠
道，降低融资成本，让资本市场红
利惠及广大投资者和各类企业。
截至目前，致同已为众多企
业提供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
及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海外资本市场的上市服务，积累
了丰富的上市服务经验。
“对境内境外上市相关法律
法规有深入的了解，通过为客户
提供专业贴心的上市服务，可以
说致同在与中国企业共同成
长。 ”郑建彪表示。

业集团 A 股上市公司认可了致同
的品牌。 致同先后为首钢股份、冀
中能源、一汽夏利、燕京啤酒、厦门
国贸、建发股份、闽东电力、同仁
堂、铁龙物流、首开股份等多家大
型企业集团提供了审计服务。
据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
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纷纷以私
家酒店案例最为典型。 2016 年，
国内 A 股上市公司首旅酒店以
约 110 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金额，
成功将 10 年前在美国纳斯达克
交易所上市的如家酒店收入靡
下。 这是经中国证监会和商务部
审批，国内首例 A 股上市公司以
跨境换股方式成功收购境外资
产。 致同在收购全程负责该项目
的境内外审计相关工作。
2016 年 9 月，《上市公司重

上接

借壳上市项目的合规性、企业质
量、市场效率等达到新的高度。
自 2016 年起，共享单车行业
成为市场的热点。 2017 年 8 月 17
日，人称
“
共享单车第一股”的永安
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永安行
是芝麻信用生态合作伙伴中第一
个登陆 A 股的公司， 成为低碳环
保出行和互联网共享模式的典范。
致同作为承接永安行 IPO 审
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 针对共
享单车的行业单车投放量大且分
布分散，导致审核反馈、存货监盘
及财务核查难度随之增加等问
题，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最终凭借专业高效的服务， 为永
安行 IPO 上市提供了专业支持。
郑建彪表示，多年来，致同帮
助 200 多个 IPO 项目和 50 多个重
大重组项目成功上市，为 400 余家
新三板客户提供了新三板挂牌审计
服务。 特别是 IPO 常态化、市场化
之后， 致同帮助众多公司完成 IPO
和并购重组，仅今年 1~8 月完成了
IPO16 家以及并购重组 7 家。
近 20 年里，越来越多的企业
选择在香港上市。 作为 2010 年
首批获得 H 股企业审计资格的
12 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致同在
过去数年一直对内地及香港的
会计和审计准则进行精细的技
术性整合，为出具 H 股企业审计
报告做好完善的准备。
2013 年，中石化炼化工程成
功赴港上市项目，是委任“四大”
以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出任申报
会计师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公
开募股交易，曾经一度引起了行
业的广泛关注。 最终，中石化炼
化工程以卓越的首次公开募股
成绩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
市，超越各相关方的预期，共募
集资金 136 亿港元，获超额近 30
倍认购。
由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家组
成的致同服务团队，凭借对中石
化业务策略和架构的深刻了解，
提供顺畅无间、 务实可行的方
案，帮助中石化炼化工程克服了
上市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技术
疑难问题，按时完成了有关审计
及内控复核工作。
截至目前， 致同为 30 余家香
港上市企业提供审计服务， 担任吉
利汽车、华晨汽车、首都信息等 32
家知名企业的在港上市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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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了解， 今年 7 月 17
日， 久隆财险向保监会递交了
江苏分公司的设立申请， 久隆
财险欲在全国最大的保险市场
设立分公司。

增，问题在于团队是不是足够
强。 ”对于公司未来发展最大
的挑战，上述管理层表示在人
才方面，“会引进制造业与 IT
方面人才，希望建立一个比较

根据久隆财险 2016 年 11
月份制定的 3 年规划报告显
示，其计划在湖南、重庆、陕西、
湖北、山东等地开设分支机构。

强但并不大的核心团队，将来
的策略是积极购买服务，比如
精算方面。 ”

根据该公司 3 年规划，明
年保费预计达到 8 亿元，2019

机构增持债券、货币基金

市项目，2017 年伊始， 韵达快递

上风生水起。
全面负责“
国内首例 A 股上

有化的方式退出了海外市场，如
只跑赢了同业基准。

规”）修订后开始全面执行。 证监
会新规出台后的第一个借壳上
通过借壳新海股份在深交所挂
牌上市，成功登陆 A 股市场。

对于 A 股上市公司来说，审
计师的选择至关重要，众多大型企

记者 夏欣 上海报道

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

同”）通过精耕细作，在资本市场

作为首批获准从事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致同已为近 200 家 A 股上市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业绩不稳高管换人 中金基金短期向好？

记者注意到，除了高管变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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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估值超百亿元。 据久隆财险
上述管理层表示， 公司战略调
整后新的规划正在制定当中，
如果货车保险牌照获批明年的
保费有可能走上 10 亿元平台。
但是由于业务大范围的调整，
短期内保费将会有大幅下降。
“我们面对的是高速发展
的大市场，将来一定会销量倍

上述管理层人士 表 示 已
与全球知名精算事务所洽谈
合作，
“
精算， 产品和价格是最
核心的。精算的两个部分：准备
金部分我们有自己的精算能
力；涉及新产品、费率、流程这
些咨询公司更擅长。”该人士表
示，“在传统保险公司 IT 方面
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 比如云
服务这些都可以外包来做，应
用系统、服务是我们要集中精
力打造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