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称 区间已回购金额（元）区间已回购股数（股）
新开源 100,497,826.65 2,715,900
新开普 71,893,374.01 5,620,740
龙蟒佰利 284,428,498.39 21,591,994
濮耐股份 12,193,104.00 3,958,800
羚锐制药 50,635,526.42 5,871,700
四方达 7,457,448.00 1,837,850
中航光电 1,578,640.00 72,800
三全食品 979,620.00 225,200
明泰铝业 718,580.00 107,920
光力科技 465,360.08 40,622
恒星科技 130,478.87 66,023
中原内配 1612110 32.7万
普莱柯 14309100 117万
通达股份 8,423,232 223.44万
多氟多 222,512,400.00 187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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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最后一周，“股份
回购”成为市场热词，频繁出
现在上市公司新发公告当中。

事实上，上市公司回购热
情高涨，与近期《公司法》的修
订有直接关系。

2018年9月6日，中国政
府法制信息网公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 （草
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
案），由证监会会同财政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银保监
会等部门研究起草，对《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有关
公司股份回购的规定进行修
改；10月22日，修正案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以下简称修改决定）。

据了解，此次 《公司
法》修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补充完善允许股份
回购的情形，回购股份适用
情形增至7种；二是适当简化
股份回购的决策程序，提高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额
上限，延长公司持有所回购
股份的期限；三是补充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的规范要求。
此外，修改决定当中，还明
确了股份回购不设置兜底，
以及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
程序做出了优化。

随着《公司法》修改的落
地，A股上市公司回购的热情
瞬间被点燃。

根据wind数据统计，从
10月27日起，在新规落地后3
天时间里，共有59家公司拟进
行回购。其中，超过20家公司
在公告中明确表示计划回购
股票是由于考虑到修订后的
《公司法》。有近40家的回购
上限超亿元，占比近七成。若
按照回购规模上限计算，59家

公司回购上限规模将超100亿
元。

年初至今
15家豫股开展回购

从时间节点上看，《公司
法》修订引发了上市公司回购
热情。事实上，从今年年初开
始，豫股回购的热情已经点燃。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统
计，今年初至今，已经有15家豫
股开展回购业务，其中羚锐制
药、龙蟒佰利、四方达、新开源4
家的回购计划正在实施。

3月27日，羚锐制药发布
公告称，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
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
公司长远发展，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
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在综合考
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
利能力情况下，依据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3亿元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此次回购价不超过9元/
股。

9月 8日，羚锐制药发布
公告称，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
限届满，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587.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1%，成交的最高价为8.85
元/股，最低价为8.38元/股，支
付总金额为5063.55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就在半个
月前，羚锐制药再发回购公
告。根据公告，羚锐制药拟以
不超过3亿元，以不超过9元
每 股 的 价 格 ，回 购 公 司
33333333股用于股权激励或
依法注销。

相较于今年豫股板块最
早发力的羚锐制药，龙蟒佰利
出手更为“大气”。

10月 29日晚间，龙蟒佰
利发布公告称，截至2018年
10月 26日，公司累计回购股
份21591994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06%，最高成

交价为13.81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12.20元/股，支付的总金
额为2.84亿元。

7月11日，龙蟒佰利发布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
且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18.00元/股，回购数量不超过
已发行总股本的4.92%，即不
超过1亿股；回购股份的实施
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6
个月。

事实上，这也不是龙蟒佰
利第一次大手笔回购公司股
份。就在2017年2月，龙蟒佰
利也曾祭出 12 亿元回购计
划。而至回购结束时，龙蟒佰
利累计回购股份34239749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8%，最高成交价为 17.7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85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5.5亿元。

在今年回购的豫股当中，
新开源的回购最为曲折。

1月23日晚间，新开源发
布回购方案，计划在2月8日
至6月8日期间，用1亿~2亿
元回购公司股份。然而，就在
距离回购最后期限剩下半个
月之际，5月22日午间，新开
源发布《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延期的公告》称，
公司之前发布的回购方案，因
受公司年度审计、重大资产重
组及定期报告披露窗口期等
事项影响，截至公告日，公司
还未实施回购预案。同时，新
开源称，“为增强投资者信心，
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
拟对回购预案进行延期，延长
期限至12月8日。除回购期
限延长外，回购预案中的其他
内容未发生变化”。

10月9日，新开源发布回
购进展公告称，公司累计回购
2715900股，支付总金额人民
币1亿元，累计回购股份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1.60%，

最高成交价为38.498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33.84元/股。

除了上述豫股之外，今年
7月10日，四方达也发布了回
购计划。根据回购方案，四方
达拟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计划。回
购的资金总额不超 5000 万
元，价格不超6.5元/股。

政策助力
多家豫股新酝酿回购

股票回购，指上市公司的
大股东，拿出公司利润买入自
己公司的股票，然后将这些股
票注销。正常情况下，股票回
购，对上市公司来说是利好消
息。一方面说明该公司收入
和利润不错，才有多余的资金
用来回购公司股票；另外一方
面，在回购股票之后，可以帮
助公司提高每股收益，从而带
动股价上涨。

拿此次参与回购的龙蟒
佰利来说，作为国内钛白粉行
业龙头，近年来通过并购等方
式不断完善产业链。从三季
报的数据来看，今年前三季
度，龙蟒佰利实现营业总收入
81.05亿元，同比上升6.43%，
归母净利润19.70亿元，同比
上升2.59%。公司预计2018
年全年归母净利润为22.52亿
~30.03亿元。

“作为行业龙头，公司目
前的市盈率在10倍左右。通
过回购不仅可以稳定公司股
价，有利于维护二级市场股价
稳定，同时彰显公司对经营情
况稳定向好的信心。”龙蟒佰
利相关负责人介绍。

尽管在《公司法》修订之
后，截至目前豫股方面还没有
新的回购计划出炉，但平静水
面下早已暗流涌动。

10月 30日，据一家回购
的豫股上市公司高管介绍，在
《公司法》修订稿出台后，已经
接到了数家河南上市公司高
管关于股份回购方面的咨询。

“有一些上市公司之前没
有做过这方面的业务，对于需
要注意的事项没有经验，所以
大家在一起交流之后，会有更
好的思路出来。相信河南省内
的上市公司最近就会有新的回
购方案出来。”上述参与回购的
豫股上市公司高管表示。

一位股本金比较高、对回
购感兴趣的河南上市公司高管
表示：“因为《公司法》刚刚修
订，在细则方面特别是3年锁
定期的相关细则还没有最终出
台，现在公司还在观望当中，等
相关细则出台完毕，如果符合
政策，相信公司会适时出手。”

而另一位接受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采访的河南上
市公司董秘则表示：“由于我
们公司股本金比较低，公司股
价一直也比较稳定，所以现在
还没有推出回购计划的打

算。但对于股本金比较高、市
盈率又相对较低的公司来说，
如果有稳定股价的需求，现在
可谓正当其时。”

多维度驰援
化解上市公司风险

在豫股相关行业人士看
来，此次《公司法》的修订，回
购制度的优化完善在这个时
间特别重要，对市场避免过度
波动有促进意义，对市场信心
恢复有积极的信号。

实际上，从今年下半年以
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多维度
驰援上市公司，为其纾困提供
了全方位的支持。

据统计，截至10月30日，
已有北京、深圳、广州等12个
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方案，成立
救助基金总规模超700亿元，
股债并举驰援上市公司，化解
股权质押风险。

在河南，包括河南农开、
河南资产、中原资产多家金融
机构出手，为雏鹰农牧、中原
环保、豫金刚石等多家上市公
司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缓解其
流动性风险。

近日，中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马洪斌在接受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独家专
访时表示，在众品食品出现流
动性风险时，中原资产通过非
金债权收购方式向其提供了5
亿元支持，有效地缓解了众品的
流动性危机。科迪乳业、豫金刚
石、雏鹰农牧、中孚实业、民生药
业等一批知名企业，也都在中原
资产的帮扶名单之中。

“上市公司风险爆发，不
仅可能冲击金融和资本市场，
还可能对企业自身和相关产
业带来严重打击。所以，帮助
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渡过眼
下的难关，是省委省政府对中
原资产的功能定位要求，也是
中原资产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洪斌说。

对于从国家到地方的多
维度为上市公司纡困，新华社
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肖玉航
表示，随着地方政府纾困基金
建立加快，再配合上市公司回
购“松绑”，政策底已经形成的
背景下，市场底也有望加快浮
现，而受到救助以及积极回购
的优质上市公司的股价，或有
望迎来修复行情。

豫股回购纾困进行时
重磅新规落地掀A股回购潮，多家豫股回购计划正在实施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一石激起千层浪。
10月26日，随着《公

司法》修订获得通过，3天
之内A股回购的热情被瞬
间点燃。据不完全统计，自
10月 26日之后的3个交
易日，已经有近60家公司
公布了新的回购计划。

在豫股板块，今年以
来，共有15家豫股开展回
购，目前包括新开源在内的
4家豫股回购正在实施，此
外，一些股本金比较高、每
股市盈率比较低的上市公
司的回购计划，正在酝酿当
中。

专注原创，专于财经
极速直击，即刻发声
极刻常伴左右，理想不逐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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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落地
3天近60家公司参与回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