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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日，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高莉在例行发布会上强调，证
监会将持续对上市公司高送转
行为保持高压监管态势，不断净
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加强对
高送转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尤
其对其中长期没有现金分红的

“铁公鸡”严格监管。

受监管层对于高送转和“铁
公鸡”加强监管的影响，浪莎股
份自 12月 4日起出现大幅下跌
态 势 ，从 12 月 4 日 开 盘 时 的
46.07 元/股跌至 12 月 7 日 31.60
元/股，累计跌幅达 31.5%。其
中，12月5日、6日、7日连续3个
交易日跌停。

早报讯 日前，中国民生银行
交易银行产品推介会在蓉举行，
旨在为客户的结算及现金管理、
国际国内贸易融资等业务需求提
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方案。中国民
生银行副行长石杰在会上表示，

“交易银行业务是商业银行公司

业务转型的趋势，同时可有效拓
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渠道和领
域，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供给质
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实现经济
转型背景下银企双赢。”据悉，近
年来面对金融新需求、新挑战，民
生银行深入践行“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及“智慧交易银行”战
略布局，通过综合运用结算及现金
管理、国际国内贸易融资、新供应
链金融，在川内成功为近900家客
户提供综合现金管理服务、为四川
300多家进出口企业提供国际及
国内贸易融资服务。 （沈婷婷）

早报讯 近期，兴业银行发行境
外债券频传佳音。12月4日，兴业
银行香港分行资本市场债券承销团
队联动兴业银行西安分行，顺利完
成西安国际陆港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3年期2亿美元私募债项目落
地交割。此次发行美元债券募集的

资金将用于助力该企业的“一带一
路”国际化布局。就在此前的11月
27日，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投
资银行部和香港分行在香港联合举
办“债券承销投资一体化”及“FICC
产品客户推介会”，获得众多企业热
烈响应。 （沈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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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借壳上市11年，未曾
分红一分钱的四川上市公
司浪莎股份，在证监会重
申对“铁公鸡”严格监管的
发言后，股价迎来了连续
一字跌停。12月4日，浪
莎股份股价突然雪崩，盘
中触及跌停板，直到最后
3分钟被大单拉起，收盘
跌6.76%，全天成交5.85
亿元。此后的 3 个交易
日，浪莎股份连续3个交
易日跌停，截至昨日收盘
报31.60元，市值仅剩30
亿元，股价累计跌幅超过
30%。

民生银行交易银行产品推介会在蓉举行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助力企业出海融资

浪莎股份从12月4日开盘时的46.07元/股跌至12月7日31.60元/股，累计跌幅达31.5%

浪莎旗下拥有10多个子公司和5
个海外贸易公司，涉足袜子、服饰、金
融等诸多行业。浪莎股份位居A股纺
织服装业“铁公鸡”之首。无论是浪
莎集团2007年借壳前的长江控股，
还是浪莎集团借壳后更名为浪莎股
份，在上市长达19年的时间里，公
司从未有过分红行为。

从浪莎股份历年的净利润和未
分配利润来看，公司自从1998年上市
其第一年便告业绩亏损，此后，公司
的净利润分别于1999年、2001年、
2002年、2004年、2005年、2015年6
个年度报亏。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浪
莎股份上市业绩“变脸”后，公司的未
分配利润就一直为负，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至2011年，直到2012年至2014
年期间，公司未分配利润才彻底翻身
为正。虽然一直未分红，但是公司在
盈利的年份，一直为母公司“输血”。

浪莎股份2017年半年报显示，
面对纺织服装内衣子行业的激烈竞
争，公司前三季度业绩表现尚可，今
年1—9月完成营业收入1.98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43.32%；实现净利
润 2059.4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7.05%。

但有业内人士质疑，公司三季
报应收账款大增，经营现金流负
3000多万元，不知道应收账款四季
度能不能收回来。

此外有分析指出，这些年，浪莎
股份一直在亏损线上徘徊。如果没
有意外，浪莎股份的暴跌没有结束，
而是刚刚开始。尽管浪莎股份主业
表现乏善可陈，从2016年11月起，公
司不仅遭到西藏巨浪的4次举牌，前
十大股东的其余8个席位，也全部被

“身份模糊”的资管计划、信托产品
所占据，机构们该如何全身而退？

暴跌是结束还是刚开始？连续3个交易日跌停

值得注意的是，浪莎股份的
股价连续暴跌，使其第二大股东
西藏巨浪的部分质押股权变得
岌岌可危。公告披露，其明珠
252号产品最低履约价格（即质
押股份平仓风险价格）为 29.31
元；明珠458号产品平仓风险价
格为32.47元。

浪莎股份昨日再度跌停，

已经跌破部分产品平仓线，如
果再出现一个跌停，西藏巨浪
质 押 的 全 部 股 本 将 全 被 平
仓 。 2016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2
月，西藏巨浪曾通过二级市场
大举买入浪莎股份，连续三次
举牌。此后，西藏巨浪继续增
持 ，三 季 报 时 持 股 比 例 增 至
19.84%。

第二大股东面临平仓风险

证监会重申严管“铁公鸡”，19年未分红的浪莎股份——

连续3天跌停 股价4天跌超30%
12月1日

证监会重申对“铁公鸡”严格监管

12月4日
浪莎股份下跌6.76%

12月5日—7日
浪莎股份连续3天跌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