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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基因

广州基金收购爱建集团方案再变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武汉报道

要约收购一旦发起， 必定直指
对手控股权，不论国内外，结果非赢
即输。 不过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广州基金”）对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稿， 下调收购价格至 15.38 元 / 每

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及我们的

爱建集团（600643.SH）发起的控股
权之战却有了第三种结局。

股。 截至 2 月 8 日，爱建集团收盘价为
每股 12.01 元，比收购价格折价 21.9%。

信誉”，要约收购参与方上海华豚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

在均瑶集团问鼎爱建集团控股权
之后，2 月 6 日， 这起要约收购发布第

“它（要约收购）本身的意义已
经丧失了，之所以坚持完成，是为了

豚”）总经理顾颉在接受《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沪穗国资握手言和
爱建集团第一大股东引入上海均瑶集团，通过定向增发扩大持股，实现入主。
这起收购战以 2017 年 6 月 3

B7

天弘基金“长尾客户”
向权益类转化
本报记者 庄会 北京报道

产规模达 6.74 万亿元， 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57.5%。 据余额宝四

为防止余额宝规模过快增
长， 天弘基金近日发布公告称，

季报，2017 年末余额宝总规模约

将限制余额宝每日申购总量，每
日动态设定，且根据运行情况阶

其与上海华豚结盟成一致行动人。
后者于 2017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4
日，通过二级市场买入 5800 万股。
公开资料显示，广州基金背后

物， 在房地产与资本市场均有动

爱建集团于 1979 年由上海工

日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布之日正
式打响，收购人为广州基金。 实则
早在 2017 年 1 月， 行动已经开始。

作。 本报记者查询，香港上市公司
北方矿业（0433.HK）目前的第二大
股东是钱永伟，他也是实际控制人

商界一群爱国人士共同设立。 主营
业务房地产、实业投资以及金融业，
具备信托、证券、租赁等金融牌照，

据 2017 年 4 月 17 日爱建集团公布
的简式权益报告书。 作为广州基金
全资间接控股子公司广州基金国际

股东是广州市政府。
上海华豚由顾颉、华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豚集团”）、

之一，其子钱一栋担任这家公司的
执行董事。
这场由上海与广州两地、民资

是上海金融界重要力量。 在上述控
股权之争发动之前， 爱建集团第一
大股东为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汇银天粤等比例持股。 华豚集团注

与国资联手的行动自一开始就目标

基金会，引入上海均瑶（集团）有限

元，单日购买额度为 2 万元。
据基金业协会统计数据，
2017 年末全市场货币基金总资

简称“广州基金国际”）于 2017 年 1

册在上海，注册资本 15 亿元，实际

明确。不论举牌公告还是到 2017 年

公司（以下简称“均瑶集团”）为第二

月 23 日至 2 月 6 日通过二级市场
买入 1385.8 万股。

控制人为钱宝华。 据澎湃新闻报
道，华豚集团真实的幕后老板为钱

6 月 3 日公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都旗帜鲜明地表达行动目的，即

大股东，后者一直以来小心布局，并
期望通过定向增发扩大持股， 实现

广州基金国际决非单独行动，

永伟。 钱永伟曾是上海商界风云人

取得爱建集团的控股权。

入主。

均瑶集团软硬攻防
这场争斗较量的已经不仅仅是资金实力，能够被影响的资源都是砝码。

为 1.58 万亿元， 较 2016 年同期
增长 95.45%， 但从 2017 年 6 月

段性调整。 事实上，自 2017 年 5

末，即其主动开始调整申购及保
有额度后，其规模增速也呈明显

月开始，天弘基金便开启了一系
列针对余额宝申购及保有额度
的主动调整，目前，余额宝个人

放缓趋势。
截至 2017 年底，天弘基金已
累计为客户赚取收益超过 1200

交易账户持有额度上限为 10 万

亿元。 据悉，天弘基金正努力发
挥 其“互 联 网 ” 基 因 ， 利 用 巨 量
“长尾客户”群，扭转其权益类投
资相对弱势的局面。

云商宝：服务小微企业及经营者
余额宝的意外走红令天弘
基金的血液里便烙下了互联网

关联，年中年底和春节期间若央
行呵护流动性，操作公开市场投

的基因。

放，则资金价格下降，货币基金

天弘基金副总经理周晓明称，
余额宝的定位是零钱理财，但普惠

收益率下行；若央行不投放且无
其他安排， 则资金价格攀升，货

金融理念才是其
“
安身立命”之本。
事实上， 这也是天弘基金的理念，

币基金收益率上行。 今年春节期
间，央行动用临时准备金，预计
资金面较为平稳。
“货币流动性新规出台后，
2017 年四季度全市场货币基金
规模较三季度下滑了将近 700 亿

爱建集团回归民营的想法早已

利益不会减少？ 广州基金国际与上

瑶集团、广州基金、特种基金会三方

媒体报道， 这一结果的出现是上

谋划，早在 2016 年年初，就启动了
定向增发引入均瑶集团，如果不是

海华豚的举牌公布之日的次日，爱
建集团的二股东均瑶集团迅速宣

有人争抢，均瑶集团早就实现入主
计划。

布增持计划。 爱建集团则以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为由停牌以对。

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随后 8 月 2 日公布的要约
收购报告书第三稿，将收购股份从
4.31 亿股下调至 1.05 亿股。 至此，

海市政府出面找到广州市政府商
讨。 顾颉也对本报记者证实了上
述说法，称“两地政府为这件事做
了协调。 ”

到口的肉，被人夺走，均瑶集

停牌期间，双方相互指责、以挑

团当然不会坐视，同时原本拟定的
利益格局被打破再分配，再分配之

出对方毛病为手段相互挞伐，监管
层也被迫拉进这场利益争斗中。 直

从上述转变来看，这场争斗较
量的已经不仅仅是资金实力，能够

称，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
这场要约收购战的范围已经超出商

在天弘基金后来的诸多布局中，始
终也绕不开互联网和普惠金融。
互联网基因也使得天弘基金
偏爱
“
宠惯”用户，从其历次的公告

后各利益相关方谁能保证自己的

至 2017 年 7 月 19 日，形势大变，均

被影响的资源都是砝码。据当时有

业范畴，不能简单评价。

细节中， 可见其小心呵护和引导着

元，预计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管理

用户，而最近的这份
“
设定单日申购
总额”的公告，更足见其用心良苦。

将更趋稳健。 ”某南方大型基金
公司固定收益部负责人认为，

从支付宝 APP 上可以看到，
此次限额的时段为 2 月 1 日至 3

“应尽量投资一些期限短， 流动
性好的产品。 通过多样化的投资

控股权之争变握手言和。

一位接近广州基金的消息人士

广州基金再寻目标
广州基金完善金融产业链的布局没有改变，正在寻找合适的金融资产。
此外广州基金在人事上，有权

由于上述“握手协议”的存在，
爱建集团开始恢复实施对均瑶集
团的定向增发的计划。 2018 年 1 月
5 日， 爱建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下
发的核准批文，1 月 30 日， 公司宣

基金国际与上海华豚的持股份额，
两者目前合计持股为 4.43%。
“在框架协议签订以后， 要约
收购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我们是
可以放弃的，但出于保护中小投资

移。 1 月 8 日，爱建集团收于 12.01
元 / 股， 这一天也是收购预约登记
日的第一天，跟不跟进买入？ 成为
当天各大股吧里讨论最火的话题。
如果收购完成，广州基金及其

向爱建集团推荐一位董事、一位监
事和一位副总经理。 爱建集团当前
人事格局具体将有哪些变化？ 爱建
集团证券部事务代表称，目前正处

月 15 日， 而此时正值春节期间。
从历史数据看，在春节期间余额

能增加流动性，有利于降低市场
的流动性风险，应对申赎需求。 ”

宝规模增长较快，呈现“冲高效
应”， 过去三年余额宝规模在第

借余额宝成功的东风，天弘
基金 2015 年 6 月成立了“云商

布增发报告书，这也意味着均瑶集
团的入主已尘埃落定。 通过这次增
发， 均瑶集团共计持有爱建集团
22.08%的股权，绝对控股地位稳固。
同时，此次增发也稀释了广州

者的利益和我们的信誉与形象，我
们仍然坚持完成这件事情。 ”顾颉
说。 目前，广州基金已经将收购价
从每股 18 元下调至每股 15.38 元，
据披露，此次下调源于股价整体下

一致行动人将最多获得爱建集团
10.9%的股份。这一比例正是目前特
种基金会的持股比例。 按照之前的
约定，广州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多持股不得超过上述比例。

于敏感期，不能接受采访。
“广州基金完善金融产业链的
布局没有改变，不忘初心吧。 我们
正在寻找合适的金融资产，已经在
做了。 ”顾颉说。

一季度均实现了 20%以上的增
幅。 天弘基金表示，余额宝设定
单日申购总额度能够未雨绸缪
地预防其规模过快增长，将有利
于保持余额宝长期稳健运行。
而同时，短时间大规模申购

宝”。 按照云商宝的定位，其客户
均带有商户属性， 包括天猫、淘
宝商家、阿里巴巴商家、口碑商
家等。据云商宝 2017 年第四季度
报告，云商宝持有人户数 947337
户，户均 5.49 万元。 淘宝卖家老

股权质押风险蔓延 券商融出资金收紧
本报记者 万佳丽 上海报道

在 A 股持续下跌的大背景下，
上市公司股价连遭重挫，这让那些高
比例质押、濒临或触及预警线以及平

股权质押“警报”频闪

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根据产品委
托人的指令来进行操作。“现阶段，
我司已根据委托人的指令，委托律
所向安徽省高院提起诉讼，以维护
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
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年初开
始，已经有多家上市公司拉响了股权
质押“警报”，更有甚者，上市公司董
监高等人员质押股票跌破平仓线遭
强平的事件在 A 股市场已出现多起。
根据国金策略报告数据统计，截
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A 股中共有
3467 只股票还有未解押股票质押式
回购。 其中质押比例（质押股票数 /A
股总股本） 低于 10%的股票最多，共
有 1713 只，占比为 49.41%；质押比例
超 过 30% 的 有 694 只 ， 占 比 为
20.02%。 质押比例超过 50%的有 123
只，占比为 3.55%。 其中共有 771 笔质
押达到预警线，1066 笔质押达到平仓
线，共涉及 608 家上市公司，规模达
4399.79 亿元。

李（化名）表示，和收益相比，他

收益。 招商基金相关人士表示，
申购的影响要结合新申购量是

更看重便捷， 虽然收益寥寥无
几，但何乐而不为呢。

否匹配到高报价的投资标的而
定， 如 2017 年 12 月底的跨年资

天弘基金表示，云商宝始终
围绕服务小微企业及经营者定

仓线的大股东们心惊肉跳。 与此同
时， 融出资金的券商也频涉风险，华

回义务，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清偿融资本息 8.95 亿元。

做了更严格的限定，同时，对于参与
股票质押交易的资管计划， 券商还

金报价非常之高，那几天申购的
资金配置出去会给基金带来正

位打磨产品功能， 优化流程，提
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依托网商

安证券就是其中一例。 华安证券日前
公告称，因顺威股份（002676.SZ）大

随着个股股权质押风险逐步暴
露，股权质押新规也紧急出台。新规

须再额外增加 1.5%的特定风险资
本准备。此外，券商自有资金不得参

股东蒋九明未按约履行股权质押购

不仅对资管计划资金作为融出资金

与场外股票质押业务等。

收益贡献；但若巨额申购后无匹
配较好的资产，那么会摊薄现持
有人的收益。 而货币基金收益率
和市场资金面松紧程度有直接

银行 APP 等互联网渠道，用户体
验便捷；且天弘云商宝的收益率
比较稳健， 受到商家用户欢迎，
因此规模增长较快。

券商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排名前十

华安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中
国经营报》记者，此次涉诉的资管计
划是定向通道型产品，操作原则是

也可能会稀释已持有人的份额

全部交易

容易宝：99.7%客户来自余额宝

未回购交易

交易券商

交易次数

交易股票

交易股数(万股)

参考市值(万元)

交易次数

交易股票

交易股数(万股)

参考市值(万元)

国泰君安

500.0000

174.0000

553,127.2273

6,268,803.2215

416.0000

161.0000

492,404.3373

5,693,000.8001

中信证券

435.0000

169.0000

1,103,095.6450

11,654,301.4731

324.0000

142.0000

876,104.0268

8,175,737.2964

广发证券

384.0000

87.0000

227,457.0371

3,469,986.6419

262.0000

79.0000

186,430.6268

3,045,505.0636

华泰证券

381.0000

127.0000

775,280.1175

5,283,339.3317

295.0000

112.0000

613,975.4364

4,063,377.3019

海通证券

378.0000

145.0000

438,475.9555

5,947,940.0818

337.0000

139.0000

405,449.4236

5,552,442.0091

国信证券

327.0000

91.0000

331,971.8565

3,495,221.0614

304.0000

86.0000

310,340.4035

3,207,788.1313

兴业证券

263.0000

94.0000

288,121.3735

3,287,773.8590

200.0000

78.0000

198,565.5166

2,761,164.0348

中信建投

250.0000

73.0000

426,477.3491

5,052,537.1469

182.0000

70.0000

347,345.7675

4,118,357.6922

招商证券

248.0000

93.0000

217,303.6902

3,289,414.0577

219.0000

91.0000

198,774.9664

3,031,816.6743

申万宏源证券

180.0000

80.0000

410,301.7268

4,399,871.9745

163.0000

71.0000

394,054.4840

4,255,669.7852

截至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乐视网
（300104.SZ）、 千 山 药 机（300216.
SZ）这类“雷股”身上。 2017 年下半
年， 方正证券与平安证券分别向法
院申请对乐视网质押股票强制执
行，目前案件已受理在执行过程中。
2018 年 2 月 1 日，经历五日跌停的
千山药机也公告称， 因公司高管王
亚军股票质押合约发生违约， 王亚
军未按证券公司要求提前购回标的

定股 1,579,500 股股票进行了强行
减持处置。
质押股票跌破平仓线时，券商一
般如何处置？某券商从事股权质押业
务的人士告诉记者，股权质押一般分
两种，场内质押或场外质押。 场内押
给券商的，券商可以直接把股票通过
集合竞价等方式卖掉， 对于场外质
押， 在签协议的时候一般就会约定
好， 跌破平仓线时强制执行公证，过

司法程序。 ”她进一步补充。
2 月 2 日，沪深交易所联合召开
股票质押业务培训会， 会上明确强
调标的股票触及平仓线， 不得简单
粗暴平仓，更不能引发个股闪崩。 在
处置触及平仓线股票时， 证券公司
要先于客户积极沟通， 要求客户补
充担保品，如客户无力补仓，证券公
司也应按流程平仓， 并需遵循减持
新规， 即通过竞价方式减持的在 90

证券、偿还负债，证券公司以集中竞

户给银行，由银行处置。“
还有可能会

天内不超过总股本的 1%， 大宗交易

价方式对王亚军所质押的非高管锁

涉及到司法处置了，但一般尽量不走

不超过总股本的 2%。

单只个股质押比例不得超过 50%
1 月 12 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
上交所、 深交所和中证登共同发布
了证券公司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新规，包括《证券公司参与股票

杆；明确融入方首次最低交易金额
不得低于 500 万元， 后续每次不得
低于 50 万元；明确单一证券公司接
受单只 A 股股票质押数量不得超

加到千三了。
“现在股票质押业务不
如以前那么好做了。 ”
股票质押式回购新规发布后，
监管层又下发了 《关于督促证券公

1.5%的特定风险资本准备。
记者注意到， 此次涉及诉讼的
正是华安证券旗下一款定向资管计
划， 该定向资管计划资金用于公司

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管理指引》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
业务办法》（以下简称“
新规”），新规
自 3 月 12 日起正式实施。
新规主要对股票质押的集中
度、质押比例、融入方资格、资金用
途等进行了限制。 主要在三方面做
了规定， 明确资金融入方不得为金
融机构及其产品， 直接禁止了资管
产品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方式加杠

过该股票 A 股股份的 30%，单一资
管产品接受单只 A 股股票质押的
数量不得超过该股票 A 股股本的
15%， 单只 A 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
比例不得超过 50%。
上述从事股权质押业务的人士
告诉记者，新规出来后很多资金渠
道都收紧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比
例超过 50%的肯定是做不了， 质押
率最多不可能超 6 折， 通道费也增

司做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防
范有关工作》的文件，要求公开募集
的资管产品不得作为融出方参与股
票质押交易； 不得通过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或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业
绩承诺未履行完毕或涉及股份补偿
协议的股票的质押交易。
对参与股票质押交易的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和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再额外增加

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而此次新规对
融出方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向
资产管理客户的情况进行了更严格
的规定，比如，证券公司应核查确认
相应资产管理合同及相关文件明确
可参与股票质押回购， 并明确约定
参与股票质押回购的投资比例、单
一融入方或者单一质押股票的投资
比例、质押率上限等事项。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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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早在 2015 年便加大
在权益市场的布局，但因余额宝的

其旗下仍有多只指数基金无法满
足要求， 而这些产品即将在 7 月

江湖地位，相形之下，其他权益类
基金便被遮住了光芒，略显暗淡。
自 2015 年至今， 时间已过 2

迎来 3 年期
“
大考”。
为了应对 3 年期 “
大考”，天
弘基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张子

年有余， 其权益类基金也迎来了
小考。 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2 月 7 日，天弘上证

法表示， 转型为主动管理基金是
重要的方法之一。 比如，“
天弘深
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 指数 A/C、 天弘中证 100 指数
A/C 等多只基金取得了最近一年
总回报超过 30%、最近两年总回报
超过 50%的较好成绩。而该系列基
金便是 2015 年年初，天弘基金推
出
“
容易宝”系列指数基金，共包括
19 只产品，涵盖宽基、行业及主题
指数，基本覆盖主板、中小板、周期
性及非周期行业、 价值及成长风
格，可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从公司指数产品设计和布
局的初衷看， 我们是想通过发起
式基金做一个指数产品工具库，

已转型更名为“天弘文化新兴产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方法之二， 是在深耕互联
网用户的同时， 努力拓展机构客
户。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其中多只
基金也均存在机构持有比例高的
现象，如天弘中证电子 C，最新规
模为 1.62 亿，其中机构持有比例
高达 90.45%； 天弘中证电子 A，
最新规模为 0.72 亿，其中机构持
有比例高达 64.53%， 两份额合
一，便可平安度过大考了。
此外， 容易宝原基金经理刘

投资者可以在这里一站式找到想
要投资的主题和行业。 希望未来
能够充分发挥这类产品覆盖广、
费率低的优势， 让天弘系列指数
基金成为智能投资、 策略组合、
FOF 等产品的底层资产。 ”谈及
天弘容易宝系列指数基金未来发

东曾在路演中透露， 公司对天弘
容易宝进一步的设想和规划是，
以容易宝系列指数基金作为底层
资产，通过智能投顾的方式，提供
在线投顾组合。张子法亦表示，这
也可充分发挥天弘系列指数基金
覆盖广、低费率的优势。

展， 天弘容易宝系列指数基金基
金经理张子法说。
据悉，“容易宝” 系列指数基

据天弘基金近期推出的 《权
益投资散户行为大数据报告》显
示， 容易宝系列指数基金拥有

金均为发起式基金，其中，天弘沪
深 300、天弘中证 500 两只指数基
金成立于 2015 年 1 月，其他均成
立于 2015 年 7 月。 而按照基金合
同，作为发起式基金，其成立届满
3 年之时， 若规模不足 2 亿元，将

506 万客户，其中 99.7%的容易宝
客户都是余额宝客户。 天弘基金
表示， 这说明很多投资者在接触
货币基金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
是尝试多元化投资， 而容易宝以
标准化、简单清晰、被动跟踪指数
等特征成为众多用户投资进阶之

面临清盘。其中，天弘沪深 300、天
弘中证 500 已以 9.59 亿、5.57 亿
元规模平安通过“大考”。 但目前

路上的良好选择。据悉，目前的客
户中还包括数十万定投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