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

财经新闻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余美英 樊宏伟
美编/左小榕
责校/李克明

万家文化信披违法案继续发酵 十位律师向投资者展开征集集体索赔法律服务

赵薇夫妇或面临巨额索赔

赵薇夫妇因信息披露问题遭到证监会罚款及 5
年不能进入 A 股市场等处罚后，后续事件还在不断
发酵。先是其丈夫黄有龙打算向证监会提交陈述和
申辩意见并要求举行听证会，
昨天，
又有十名律师发
布声明，征集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准备提起集体诉
讼，
赵薇夫妇或将面临巨额索赔。

最新

由于信披违法违规，导致万家文化股价暴涨暴跌，使得大量投资者蒙受损失，赵薇
夫妇在万家文化上
“空手套白狼”的行为或将面临巨额索赔。截至昨天，有至少十位律
师向万家文化的投资者展开了征集集体索赔的法律服务，
根据相关预测，
鉴于万家文化
收购案影响到的投资者数量，
最终的索赔金额可能是巨大的。

十位律师征集集体索赔
截至昨天，有至少十位律师向投资者展开了征
集集体索赔的法律服务，其中包括知名证券维权律
师、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据宋一欣
预测，鉴于万家文化收购案影响到的投资者数量，
最终的索赔金额可能是巨大的。
第一批公开发布征集声明的律师事务所包括：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浙江坚定律师事务所、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江
苏颐华律师事务所、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等。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徐明律师昨天表示，投
资 者 可 以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进 行 索 赔 ，要 根 据 投 资
者 人 数、范 围、涉 及 金 额 等 ，由 法 院 判 定 最 终 的
赔偿额。

动态
黄有龙不认罚要求举行听证会
有意思的是，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告知书
后，赵薇的丈夫黄有龙打算向证监会提交陈述和申
辩意见，
并要求举行听证会。
11 月 10 日，顺龙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顺龙控股获悉公司执行董事、主席及控股股东黄
有龙以及公司执行董事赵政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发
出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因西藏
龙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证监会拟给予其警
告并处以黄有龙 5 年市场禁入措施以及各人 30
万元罚款。
顺龙控股称，根据黄有龙和赵政的说明，其已
打算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陈述和申辩意见并要求举
行听证会。证监会将会复核申请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如经证监会复核成立，证监会将按照前
述事实、理由和证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追访
何时买入万家文化的投资者能索赔
这次收购最为市场诟病的是，虽然交易失败，
但赵薇近乎全身而退，万家集团放弃向龙薇传媒讨
要 1.5 亿元违约金，并主动退还其前期支付的 2.5 亿
元股权转让款，而介入收购大戏的投资者损失惨
重。截至 7 月 21 日，万家文化收盘价为 9.03 元，较
1 月 17 日股价最高点 25 元下跌 63.88%，较首次停
牌前下跌 45.20％。
不过，律师们对于投资者索赔条件存在不同观
点。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认为，根据证
监会认定的事实，龙薇传媒在此事件中应该承担主
要责任。根据相关规定，投资者可以向龙薇传媒提
起诉讼，也可以向上市公司提起诉讼。凡在今年 1
月 12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买入万家文化股票到 3 月
31 日仍持股的投资者均具备索赔资格。王智斌还
认为，虽然赵薇本人不需要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责
任，但如果其能够敦促龙薇传媒承担责任，将有利
于维护其个人形象。
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吴立骏则认为，在 1 月 12
日至 11 月 9 日之间买入祥源文化，且在 2017 年 11
月 9 日持有的投资者，具备索赔资格。吴立骏说：
“由于 11 月 9 日祥源文化的股价更低，对股民索赔
的金额将更为有利，从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出发，
我们定在这个时间。
”
此次索赔会不会对祥源股份的经营造成影响？
祥源控股入主时，
万家文化已经被立案调查。而为了
能顺利完成这一转让，
万家文化实控人孔德永公开承
诺，
如因个人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导致上市公司需承担

华夏人寿如约
增持民生银行

与东方集团一起成为民生第二大股东
本报讯（记者 程婕）日前，民生银行发布公告
称，收到华夏人寿通知，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华夏人寿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 A
股普通股 1.31 亿股，占民生银行全部已发行普通股
股份总数的 0.36%。本次增持后，华夏人寿持有民
生银行 A 股普通股 11.59 亿股、H 股普通股 3.46 亿
股，合计持有 15.05 亿股，占民生银行全部已发行普
通股股份总数的 4.13%。
4.13%未及 5%的举牌线，
为何民生银行予以披
露？原来，华夏保险与东方集团于去年 6 月 29 日签
署了关于民生银行的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签署后，
二者合计持股占民生银行总股本的 5.48%，达到举
牌标准，双方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公开披露了《民生
银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夏人寿和东方集团
承诺，在成为一致行动人后 12 个月内增加 0.1%2%在民生银行拥有权益的股份。此后，一致行动
人均通过华夏人寿在二级市场购入民生银行股份。
截至公告时，华夏人寿和东方集团合计持有民
生银行普通股 7.05%，若民生银行第三季度末十大
流通股东维持持股数量不变，那么华夏保险和东方
集团这组一致行动人已成功超越证金公司，居民生
银行第二大股东之位。目前，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
为安邦保险。
数据显示，近年来，诸多保险资金频频增持 A
股上市公司，其中以宝能、恒大、安邦、富德生命、阳
光、国华以及华夏人寿最为活跃。三季报数据显
示，上述七大主体三季度末合计持股 118 只，总持
仓市值达 4531.97 亿元，较今年中报持仓市值增加
47 亿元。
从持仓风格看，七大主体持仓主要集中在金
融、地产等蓝筹板块中。其中，仅银行、地产和非银
金融三大行业，三季度末七大主体合计持股市值高
达 3340.42 亿元，
占总持仓市值的 73.7%。

任何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而遭受经济
损失的，
均由其无条件向上市公司进行赔偿。对于孔
德永的承诺，
祥源控股还进一步承诺对此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也就是说，
如果孔德永不能赔偿，
则由祥源
控股来赔。

聚焦
赵薇夫妇的钱够赔的吗？
如果赵薇夫妇被投资者提起诉讼，并最终被判
巨额赔偿的话，他们夫妇二人的资产能否支付成为
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据了解，赵薇被公认为女版巴菲特，其投资收
益是其资产中的
“重头戏”
。根据万家文化今年 1 月
12 日发布的对上交所问询的回函，
龙薇传媒实际控
制人赵薇女士及其配偶黄有龙投资金宝宝控股、顺
龙控股、阿里影业、云锋金融、唐德影视等多家上市
公司股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股票市值
约 45.22 亿元。
另经初步统计，赵薇及其配偶黄有龙还持有不
动产价值约 6.66 亿元，
其他股权投资价值约 3.18 亿
元；赵薇及其配偶黄有龙同时经营影视、酒业贸易、
4S 店等多项业务，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总资产

合计约 1.57 亿元。上述相关资产总价值约 56.63 亿
元，
2016 年投资收回的现金流约 12.56 亿元港币。
公告还表示，龙薇传媒实际控制人赵薇配偶黄
有龙已出函确认其与赵薇为合法夫妻关系，其名下
的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股权、房产等财产及其收
益以及其他应归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
双方有平等的处置权。

市场
祥源文化最近两个交易日连续走低
市场方面，
11 月 10 日祥源文化股价盘中一度接
近涨停，
收盘上涨4.08%，
之后连续两个交易日走低，
下跌了近 5%。一涨一跌的背后因素，
市场认为是监
管层对赵薇夫妇的处罚被部分投资者视为利空出
尽，
这也是市场一种不可言传的
“共识”
。
祥源文化前身为万家集团，被龙薇传媒“买
壳”失败后，万家集团再次寻求卖壳。8 月 5 日，万
家文化宣布实控人变更，孔德永和刘玉湘将万家
集团 100%的股权以 16.74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祥
源控股，上市公司万家文化于是更名为祥源文化。
市场人士表示，
因为处罚太轻，
造假和炒题材的
成本太低，
才导致 A 股各种乱象屡禁不止，
监管部门

应适当提高处罚标准，
以警示各方不要以身犯险。
回溯

赵薇夫妇缘何被
禁入证券市场 5 年
祥源文化11月9日晚公告称，
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收到证监会告知书称，
祥源文化前身万
家文化、
龙薇传媒等涉嫌信披违法违规案已由
证监会调查完毕。
证监会调查后认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
龙薇传媒通过万家文化在今年 1 月 12 日、2
月 16 日公告中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
资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
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
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
者产生严重误导。同时，龙薇传媒关于筹资
计划和安排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重大
遗漏。
处罚结果显示，证监会拟分别对孔德永、
黄有龙、赵薇、赵政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万家
文化和龙薇传媒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
处以 60 万元罚款。孔德永为万家文化前实际
控制人，赵政为龙薇传媒代表。除罚款外，证
监会还决定对孔德永、黄有龙、赵薇分别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据了解，
在市场禁入期间，
赵薇等不能担任
上市公司董监高，
并且不能从事证券业务，
但并
不影响赵薇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买卖。
如果还原一下赵薇夫妇通过杠杆资金收
购万家文化，
其剧情大体是这样的——据告知
书称，
2016 年 12 月 8 日，
赵薇的配偶黄有龙及
其代表赵政等在杭州约见万家集团（万家文化
当时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德永，就股份
转让事宜开始接触。同年 12 月 23 日，
双方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
龙薇传媒拟收购万家文化
29.14％的股份，收购共需资金 30.6 亿元。实
际上，
龙薇传媒自有资金只有6000万元，
“剩余
资金均为借入，
杠杆比例高达51倍”
。
此前，
黄有龙指派赵政于2016年12月9日
与银必信实际控制人秦博联系，
拟向银必信借
入 15 亿元。秦博则要求有金融机构的资金配
套。赵政表示，
如果金融机构的贷款先到，
龙薇
传媒将优先使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经孔德永等
介绍，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拟为龙薇传媒提供融
资服务，
融资金额为30亿元。龙薇传媒打算优
先使用银行质押融资，
缺口找银必信借入。
在今年1月回复上交所的问询函里，
龙薇传
媒却称，
收购资金除了6000万元自有资金外，
将
向银必信借款15亿元，
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剩
余的14.99亿元。同时，
其在回复函中表示，
质
押融资审批流程预计于1月31日前完成。
1 月 23 日，
龙薇传媒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融资的计划未通过中信银行总行审批，
银必信
也未能按照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向龙薇传媒
提供后续的 12 亿元借款。融资失利的龙薇传
媒宣布将收购总价调整为 5.29 亿元，
收购金额
大幅缩水。
在中信银行审批失败之后，
龙薇传媒无人
再联系过其他金融机构，
但在2月16日回复上
交所问询时，
龙薇传媒谎称其
“立即与其他银行
进行多次沟通”
。
即便缩水后的方案也未能执行下去。万家
文化之后曾公告称，
万家集团已提前书面通知
交易对方，
但龙薇传媒未提供股份过户所需文
件，
也未派人前来配合办理股份过户手续。4月
1日，
万家文化公告称，
龙薇传媒表示公司被立
案调查，
交易存在无法预测风险，
决定终止股份
转让事宜。于是，
赵薇和万家文化之间的收购
戏码宣告终结。
文/本报记者 刘慎良 供图/视觉中国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昨突破 4%
有分析指出 当前债市已有透支和超调之嫌 长期来看债券市场的配置价值非常充分
本报讯（记者 程婕）自 10 月上旬以来，债市跌
跌不休，提早进入寒冬。昨天上午，债市标杆品种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4%，创下 3 年来的新高，而
上一次还是在 2014 年 10 月。分析人士指出，债券
市场的调整受经济预期等多方因素影响，本轮调整
或仍未结束。
昨天早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0 月份宏观经济
数据，工业、消费、固定投资和房地产数据全线回
落。数据公布后，国债期货再度跳水，10 年期国债
收益率盘中升破“4”，最高曾触及 4.01%，为 2014
年 10 月份以来首次。
前日新公布的 10 月金融数据低于预期，对债
市本应形成利好，但在投资者脆弱的情绪下，本轮
下跌继续创新低。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称，监管加强、海外加息、通
胀预期成为利率突破平台期、快速上行的主要原

因。在各因素未出清的情况下，预期提前兑现是当
前债市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当前国债收益率的
高位是预期与交易主导下的超调，虽然与基本面情
况存在一定偏离，但也存在一定合理性。总的来
看，目前市场的关注点是各不确定性因素是否会成
为确定性因素。从目前看，
“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
的市场环境会放大市场波动，在监管、基本面韧性
等因素落地前，
债市仍存风险，
利率水平易上难下。
“当前的债券市场，已经完全偏离基本面和央
行的定价逻辑，用任何传统的债券市场分析框架均
无法解释 2017 年 10 月份以来的频繁无利空暴跌，
以及对利好的极端无视，市场对利多消息的解读是
利多出尽反而成为了更好的做空机会。”九州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昨天发文指出，目前债市的核
心矛盾在于债券市场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特别
是对潜在的“紧货币+严监管”的恐慌，导致债市呈

现“出利空就大跌，出利好也大跌，没消息依然大
跌”
的罕见局面。
邓海清认为，
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
“紧货币+严
监管”
超预期的可能性并不高，
“底线思维”
不是简单地
通过
“紧货币+严监管”
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也需要避免
由于处置风险引发更大的风险。当前债市已有透支和
超调之嫌，
长期来看债券市场的配置价值非常充分。
平安信托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朱俊磊分析称，
债券市场长端利率有明显的估值错误，是本次债券
市场剧烈调整的根本原因。再加上投资经理的投
资偏好普遍调整较慢，本应提前到来的缓慢调整被
压缩至最后两三个月，也导致了这轮债市大跌。此
外，截至 10 月今年银行买的非金融债已经超过去
年全年，和 2015 年全年都差不多了，这意味接下来
两个月没有后续资金支持，可能现在就有人撤退，
最后两个月估计会有激烈的调整。

海信 129 亿日元拿下东芝电视
海信将拥有东芝电视全球 40 年品牌授权 预计将于明年 2 月完成交割
本报讯（记者 张钦）继 2015 年托管了夏普电
视在北美的业务之后，国内销量最大的彩电品牌海
信昨天再度宣布拿下日本东芝电视。昨天，海信集
团旗下上市公司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芝株
式会社在东京联合宣布，东芝映像解决方案公司
（TVS 公司）的 95%股权转让给海信，转让完成后，
海信电器将享有东芝电视产品、品牌、运营服务等
一揽子业务，并拥有东芝电视全球 40 年品牌授
权。该项股权转让金额暂计为 129 亿日元，预计将
于明年 2 月底完成交割。
东芝是一家拥有 142 年历史的显示技术巨头，

也是最早将电视机引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品牌，至今
很多国人依然能够回忆起家中买的第一台东芝牌
电视机。不过随着中国本土彩电品牌的快速崛起，
像其他绝大多数外资彩电品牌一样，东芝电视机也
在中国市场绝迹很多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东芝已经退出了彩电市
场，其在全球彩电行业一直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尤
其在日本市场，东芝电视去年的销量仍位居日本市
场前三。此次海信收购的 TVS 公司正是主营东芝
电视及各种周边产品的，还包括商用显示器及广告
显示器。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东芝最让海信看重

的其实还是其拥有的在电视画质、芯片、音响等方
面的强大研发能力和技术功底。
海信已经连续 13 年位居中国彩电销量首位，
近年来则明显在国际市场发力。此前海信电视通
过托管夏普电视北美业务、赞助欧洲杯拓展欧洲业
务，以及赞助世界杯开拓俄罗斯业务，已经成为全
球排名第三的彩电制造商。而在昔日的家电强国
日本，其实日本本土品牌还一直占有较强优势，包
括东芝、松下等从中国败退的日系品牌目前还固守
着日本本土市场。而此次海信收购东芝电视被认
为是其国际化战略中向东扩张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