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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博元元被被查查，，AA股股““不不死死神神话话””终终结结
控股股东连续多年造假，投资者可以受虚假陈述侵害为由起诉

与上交所同龄的博元投资，
堪称中国股市“不死神话”的一
个标本。

博元投资是A股“老八股”
之一。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开始营业，同日，上证
指数发布，基点100点，当时，在
市场上市交易的合计有申华电
工、飞乐股份、浙江凤凰等八只
股票。这八只股票被市场尊称为

“老八股”。博元投资的前身便是
其中之一的浙江凤凰。近 25年
来，它历经数次重组，先后以浙
江凤凰、华源制药、＊ST华药、＊

ST源药、S＊ST源药、NST源药、
ST源药、ST方源和ST博元的名
称存活于A股。

即使退市风险逼近，博元投
资依然在重组之路上挣扎。3月
20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预案。上交所方面表
示，相关规则未对公司在退市程
序中重组作出禁止性规定，但退
市机制的启动和实施不受上市
公司筹划或者重组的影响。

伴随退市制度的不断完善，
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变。去年6

月，＊ST长油以“央企退市第一
股”的身份谢幕，今年年初＊ST

二重也开始谋求通过要约收购
试水主动退市。加上博元投资，
上交所去年以来已有 3家上市
公司先后进入退市程序。

“被强制退市意味着今后资
本市场法治化、常态化改革方向
不会松动，退市制度持续得到严
格执行，A股‘不死鸟’炒作成风
的现象难再出现，上市公司‘能
上能下’的股市将更为健康。”有
市场投资人士表示。 据新华社

去年来3家公司入退市程序

资本市场作为利益博弈场
所，一直以来深受各种传言和谣
言的困扰，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
更容易被迅疾而广泛地传播。但
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对网络
谣言的打击和监管明显滞后。每
天关于资本市场的各种小道消息
在股吧、微博等地方满天飞，其中
不乏大量由个人或群体为实现特
殊目的而捏造的虚假信息。

当前，“浑水式”做空获利在
中国于法无据，但在暴利的驱使
下，利用编造的虚假信息卖空不
仅误导市场，更损害上市公司及
普通投资者利益。有效监管、依法
打击这一行为成为当务之急。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是
为了获利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基本构成刑事责任，如果在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的同时还进行了融
券做空，还可能承担操纵市场的
责任。

资本市场已成为网络谣言的
重灾区。因此，当谣言出现时，监
管部门、上市公司应尽快出来澄
清，并且加大对谣言的打击力度。
同时可以借鉴境外市场在打击借
谣言卖空方面的成熟机制。此外，
相关公司自身也应加强危机公关
能力，及时澄清和回击，减小谣言
对市场的冲击。 据人民网

股市关键时刻

谣言泛滥需治理

根据证监会通报，2014年6
月17日，博元投资因涉嫌信披
违法违规被广东证监局立案调
查。经查，博元投资2011年4月
29日公告的控股股东华信泰已
经履行及代付的股改业绩承诺
资金 38452 . 845万元，并未到
位。

为掩盖这一事实，博元投资
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多次
伪造银行承兑汇票，虚构用股改
业绩承诺资金购买银行承兑汇
票、票据置换、贴现、支付预付款
等重大交易，并披露财务信息严
重虚假的定期报告。

根据有关规定，博元投资上
述行为涉嫌构成违规披露、不披

露重要信息罪和伪造、变造金融
票证罪。2015年3月27日，证监
会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不过，博元投资终止上市还
需要三步：首先，公司股票在风
险警示板交易满30个交易日后
停牌。其次，上交所在股票停牌
起始日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暂
停上市的决定。第三，上交所在
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决定之日
起届满12个月前的15个交易日
内，作出是否终止其股票上市的
决定。如人民法院在前述期限之
前作出生效有罪判决的，上交所
将在收到相关判决书之日起的
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
其股票上市的决定。

股市飘红，与个股相关的新闻也火了起来，比如博元投资涉嫌违规披露被强制退市，又比如股价暴增的朗玛信
息被专业人士指责内外勾结，大玩“仙人跳”。

无论是披露造假还是谣言风传，都体现着当前股市的纷繁乱象和亟需净化。利益当前，资本市场潜规则横行，行
家里手们或见风使舵或暗箱操作，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投资者往往都会变成受害者。而此时监管部门只有对违法失信
行为和传播市场谣言“零”容忍，才能真正维护每个投资者的利益。

编者按

作为横行A股市场
25年之久的“老八股”博
元投资，迎来了其在沪市
的“倒计时”。3月27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接到中国
证监会通知，称博元投资
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和伪造、变造
金融票证罪，该案已被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

同日上交所宣布，因
触犯2014年11月16日起
施行的新《股票上市规
则》中关于“重大信息披
露违法强制退市”的相关
条款，将自3月31日起依
法对博元投资股票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这意味着
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后，
沪深两市将迎来“重大违
法 退 市 第 一 股 ”，A 股

“不死神话”将终结。

连续四年虚增资产，披露虚假报告

由于进入风险警示板后仍有
30个交易日，投资者仍可买卖*ST
博元。同时A股市场有爆炒ST的
习惯，博元投资又刚刚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不少投资者误认为若
重组成功，公司还会恢复上市。

对此，上交所相关人士指
出，公司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
露重要信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后，相关退市机制的启动和实
施，不受资产重组进程影响，投
资者需谨慎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博元投资退
市，无疑意味着许多公司股东的

财富将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
这一场由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造假”带来的悲剧，倘若最终
由众多普通投资者一起来买单，
他们该如何维权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
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投
资者可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
害为由提起诉讼。证监会和上交
所均提醒投资者，应依据有关机
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人民法院
的刑事裁判文书，对博元投资提
起民事赔偿诉讼。

即便能重组成功，也要谨慎交易

接棒全通教育成股王

2015年的全通教育绝对是
A股市场的奇葩，一家名不见经
传的教育公司，就因为搭上了互
联网教育的快车，上市短短一年
多的时间，一年的营业收入还不
到2亿元，竟然就成了A股第一
高价股。3月3日首次以199 . 9元
的股价取代贵州茅台成为两市

“第一高价股”，3月25日最高达
到348元，市值超过300亿，把新
浪、搜狐、新东方这些著名上市
公司远远甩开。

不过好景不长，25日，网络
上流传一则“证监会将严厉打击
创业板、中小板股价操纵行为”
的消息，并称其中明确点到了全
通教育。受此影响全通教育26日
以跌停姿态开盘，随后股价进入
下降渠道，相较348元的最高价，
股价已经跌去了100多元。最终，
该股在股王的头把交椅上仅呆
了16个交易日。

26日被很多投资者铭记，因
为在这一天，另一只高价股朗玛
信息迎来了涨停、股价报282 . 82
元，将沪深两市“第一高价股”宝
座抢到了手中。

被指大股东内外勾结

朗玛信息的横空出世，绝不
是偶然，这家2012年上市的贵州
公司，涉及SNS概念、虚拟运营
商等概念，非常契合“互联网+”
炒作路线。

不仅如此，朗玛信息在3月
20日连出44份公告，将“互联网
+”进行到底。其中包括朗玛信息
定增10亿元用于发展互联网医
疗，1 . 1个亿建设基于可穿戴与
便携设备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9000万用于药品服务平台。

“明眼人一看便知，玩的又
是投资热门的移动医药，但是两
个亿的资金投向两个不痛不痒
的项目，除了玩概念就是玩概
念。”这是水皮的点评。水皮认
为，公司资本操作手法得到了前
宝盈基金经理王茹远的“智力”
支持，因为后者掌控的宏流投资
管理公司认购3亿元来捧场。朦
胧利好，推高股价，股票解禁，高
位套现，定增接回，正是其专业
谋略的体现。

由此，他大胆指出朗玛信息
此举是大股东和公司内外勾结、
瞒天过海“仙人跳”。

专家称创业板泡沫大

水皮的“仙人跳”言论掀起
轩然大波，反应最大的是“基金
一姐王茹远”。3月2 7日，一篇

《“一姐”强烈批驳水皮“仙人跳”
的谬论》发布，文章针对水皮言
论进行反驳，并提出希望中国证
券市场少一些哗众取宠的小丑。
不过，这篇文章被上证报证实和
王茹远没关系。

经过上述事件，创业板容
易造就股王以及是不是存在泡
沫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
有 人 直 呼“ 创 业 板 成 为 创 痛
板”。

投资专家们如何看待？英
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认
为，创业板过高的股票估值水
平已经接近或者超越了人类股
市历史上任何一次泡沫爆破前
的水平，这个要引起充分的警
惕。而私募冠军叶飞则称，目前
创业板并不疯狂，这是资金推
动带来的结果，他甚至表示，牛
市 不 言 顶 ，创 业 板 可 以 看 高
3000点，3500点，甚至更高，但
是要把握创业板牛市可能结束
的信号。

背景新闻

新闻评论

股股价价暴暴涨涨，，朗朗玛玛信信息息被被指指““仙仙人人跳跳””
业内人士称其玩概念，大股东坐等高位套现后接回

仅仅一天的时间，
A股的明星就由全通教
育变为朗玛信息，让投
资者在感叹股市风云
瞬息万变的同时，也不
禁发出疑问：近300元
的股价神话是怎么造
就的？

其实这个疑问，华
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已
经提出，并在《朗玛信
息大玩仙人跳 证监
会对不起哪三种人》一
文中做出了解释。对于
水皮的言论，大多数市
场投资人士认为，目前
的牛市行情挺好，不能
因为这些个股葬送。

目前博元投资已停牌，将从3月31日起进入上交所风险警示板
交易，证券简称由“博元投资”变为“*ST博元”。

博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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