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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交通银行河南省
分行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河南资产）发布债权转让通
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根据双
方签署的《资产批量转让协议》，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拟将其所拥
有的4笔企业贷款债权等相关权
利转让给河南资产，涉及贷款本
金余额共计2575.19万元。

4笔企业债权中，郑州星楠纸
制品印刷有限公司贷款本金余额
最多，高达975.19万元，该公司成
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金为
2000万元。其次为河南金腾印
务有限公司，涉及贷款本金余额
800万元。郑州杰之瑞商贸有限
公司和河南风印商贸有限公司贷
款本金余额分别为 600 万元和
200万元。

据了解，河南资产于2018年
3月16日拿到不良资产市场官方

“入场券”，截至目前，已收购工商
银行、中原银行、交通银行等7个
资产包33.65亿元不良资产，累计
收购不良资产超过65亿元，化解
区域金融风险的功能逐步凸显。

河南资产收购
交通银行四笔债权

焦作万方回复函出炉

10月8日晚间，焦作万
方对此前深交所出具的
2018年半年报事后审核问
询函做出了回复。

此前9月19日，深交所
出具问询函，要求公司补充
说明现金流良好而业绩亏
损的原因，营业收入稳定而
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上升的
原因，存货余额大幅下降、
存货跌价准备转回金额较
高的原因，是否存在未经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即开
展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是否
存在未履行规定的审议程
序即开展关联交易的情形。

在回复公告中，焦作万
方表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
较期初减少3.58亿元，另外
上半年开具信用证净额
2.85亿元直接支付原材料
款。两者合计减少报告期
原材料采购现金流支出
6.43亿元。

对于销售费用、财务费

用上升，公司解释，由于铝
锭销量增加导致销售费用
增加112万元，财务费用同
比增加910万元，同比上升
20.27%，主要为公司当期新
增融资额（含开具信用证）
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焦作万方还表示，公司
在未经董事会批准前开展
了少量的产品和原材料套
期保值业务，一是依照历年
惯例，以保障公司经营成
果，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为出
发点而开展；二是本着对全
体股东负责任的态度，在环
保限产等大环境制约前提
下，尽可能降低公司损失，
保障全体股东权益。交易
事项本身以现货交割、锁定
合金产品原材料价格为目
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对于关联交易，焦作万
方表示，公司与万方集团之
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始
于 2007 年。公司在 2018
年上半年存在意料之外的
未履行规定的审议程序即

开展关联交易的情形，但该
交易事项延续了经历年股
东大会批准的交易定价政
策，公司认为该事项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告显示，焦作万方前
三大股东股份质押比例较
高，且2018年以来持续补
充质押股份，公司称，股东
和泰安成正在与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沟通商谈，将
采取包括但不仅限于先归
还一部分本金等方式来降
低质押比例。股东金投锦
众将通过补充保证金等方
式应对可能的平仓风险。
股东嘉益投资将通过补充
质押股票或提前回购，解除
股价下跌导致的质押股票
平仓风险。

昔日电解铝大户三季度
有望脱困？

过去多年，业界曾有
“世界电解铝看中国，中国
电解铝看河南”的说法，作

为国内重要电解铝产区的
重点企业，焦作万方历史上
也曾屡创佳绩。然而，时移
世易，焦作万方与西藏吉奥
高的纷争以及股权之争，最
终传导到经营层面。

8月 28日，焦作万方
发布2018年半年报，公司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
入 21.74 亿元，同比下降
4.82%，净利润方面，焦作
万方为-1.38亿元，同比下
降 228.13%，代表主业盈
利能力的扣非后净利润
为-1.57亿元，与去年同期
的 2211 万元相比，狂降
812.58%。

需要说明的是，在焦作
万方的中报对今年1~9月
的业绩预测当中，在上半年
亏损1.38亿元的背景下，焦
作万方依然给出了不会亏
损的预测。

而这一切的答案只需
再等半月，到10月27日，焦
作万方的三季报出炉即有
正解。

曾经的电解铝大户三季度有望脱困？

焦作万方回复深交所七问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在9月19日深交所就焦作万方年报发出7连问3周之后，焦作万方向监管机构交出了答卷。尽管在焦作万方就深交所
《问询函》的回复当中，每一条看起来都顺理成章，但这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经历股权之争的焦作万方已经完全走上正轨。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9月晋级选手诞生
平均收益率超40%

9月份，上证指数在9月
18日的 2644.30 点止住了下
跌，迎来了一波触底反弹。截
至 9 月 28 日，上证指数从
2644.30 点 一 路 上 涨 至
2821.35点，涨幅达6.7%。在

“金九银十”的证券市场中，中
原证券第五届“实盘大赛”股
王赛的选手们表现也格外亮
眼。

数据显示，在50万以上组

别中，中原证券平顶山分公司
的选手lisx01、黄河金三角示
范区分公司的选手lsfsmx和
平顶山建设路营业部的选手
wjm789成功晋级。

其 中 ，选 手 lisx01 以
46.92%的收益率获得了冠军，
选手 lsfsmx 和选手wjm789
的收益率也均超过了40%，他
们分别以45.86%和41.52%的
收益率获得了亚军和季军。

同时，南阳分公司选手
lyn、洛阳分公司选手LYLZM
和漯河分公司选手czm7388，

分别以 101.25%、62.45%和
56.43%的收益率荣获5万~50
万组别“投资大师”的称号。

买啥都涨停
月收益率 101.25%选手
秀操作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说
过：“当有机会获利时，千万不
要畏缩不前，当你对一笔交易
有把握时，要给对方致命一
击。”

而50万元以下组别的选
手lyn就像索罗斯所说，敢于
抓住机会，能够快、准、狠地进
行一连串操作。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通过中原证券财升宝APP定
制冠军选手的比赛信息看到，
选手lyn在9月份共操作了20
只股票，除了休息日外，选手
lyn平均每天买卖一只股票。
记者发现，他通常会在开盘后
10分钟左右进行操作，当日开
盘买入一只快速拉升的股票，
第二天早上开盘卖出，并买入
另一只正在快速拉升的股票，
每天重复如此，月度收益率竟
然高达101.25%。

据中原证券财升宝APP
数据，9月3日早盘9点44分，
选手lyn以11.14元的价格买

入新莱应材，尾盘新莱应材强
势涨停。9月4日，开盘选手
lyn以 12.32元的价格全部卖
出新莱应材，随即以10.83元
的价格买入正在快速拉升的
全信股份，5分钟后全信股份
强势涨停。9月 5日以12.05
元的价格获利卖出全信股份，
又快速买入正在拉升的当代
东方，第二天再次获利卖出。

选手lyn用这样的操作手
法持续了一个月，赚得盆满钵
满。

大势将至
下一步该如何操作

像选手lyn的这种操作手
法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能够
模仿的，毕竟选股方法和买卖
时机的把握是需要专业的知
识和多年的实践才能够运用
自如。尽管并不是所有投资
者都习惯于短线操作，但把握
整体趋势和大的方向是每个
投资者所必需的。

对此，中原证券研究所对
A股后市行情进行了详细判
断。中原证券研究所认为，仍
然看多A股后市行情，一方
面，A股在当前估值底部区域
徘徊已久，股票回购、并购重
组和增持等行为增多，有望带

动A股结束筑底；另一方面，
国内经济总体平稳运行，货币
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发力，消
费、投资和对外贸易等领域均
不会发生失速现象，股市下行
有底。

同时，A股国际化提速，
境外资金对A股较为青睐，增
量资金预期上升，对A股形成
系统性利好，年内上证综指中
枢有望回升至3000点上方。

中原证券研究所建议，投
资者短期可以关注区域建设
等政策焦点以及大消费和大
金融等板块，中线可以关注周
期、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等板
块，长线继续推荐关注成长价
值板块、国企改革概念等。

如果您对大赛感兴趣，可
以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中原
证券财升宝APP，即可了解更
多详情。

“赢在中原”股王争霸赛9月晋级选手诞生
9月冠军选手月度最高收益率达101.25%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黄鑫

中原证券2018年度（第五届）“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
赛之“股王争霸赛”即将进入最后的决赛阶段。9月份，大盘经历
了一轮震荡反弹，9月冠军选手月度最高收益率达101.25%。
在9月份震荡反弹的情况下，看高手如何抓住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