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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A股回购
金额已超千亿

Wind数据显示，按照公
告日期，截至 2019 年 8 月 6
日，A股上市公司累计进行了
高达2614次的回购，回购金
额突破千亿，创下历史新高。
可以与之对比的数据是，去年
A股上市公司回购实施金额
为510亿元，2017年仅为79
亿元。

除了上述提及的水井坊
外，仅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就
有广汇物流、中国重工、蓝色
光标等10余家公司进行了年
内首次回购。2019年7月23
日，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
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4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6%，最高成交价
为5.1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05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204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公司
的累计回购金额已经达到较
高水平。以美的集团为例，公
告显示，年内该公司已经累计
回购了6025万股，占截至7月
底总股本的0.8664%，支付总
金额约为31亿元。中国平安
公告显示，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该公司已累计回购A股
股份57594607股，支付资金
总额合计超过50亿元。而在
此前的回购方案中，中国平安
承诺的回购金额为不低于50
亿元，且不超过100亿元。

此外，伊利股份在回购方
面的表现同样颇为阔气，该公
司近日发布公告称，截至
2019年 7月 24日，该公司已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83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为 3.00% ，成 交 均 价 为
31.67元/股，回购支付总金额
为57.93亿元。

19家豫股
进行70次回购

全国上市公司回购潮涌，
河南上市公司也不例外。

据介绍，股票回购是指上
市公司利用现金等方式，从股
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
外的一定数额股票的行为。
具体到豫股，年内已经有19
家上市公司进行了70次股票
回购。其中如好想你、四方
达、三全食品、太龙药业以及
羚锐制药等企业的回购次数
均在5次以上。

仅在8月1日当天，太龙
药业、平煤股份以及中原内配
就先后发布公告披露回购事
项进展。其中平煤股份发布
公告称，截至7月31日，公司
累计已回购3764.06万股，占
总股本1.594%，成交的最高
价为4.77元/股，成交的最低
价为3.87元/股，累计支付总
金额1.65亿元。

在所有涉及回购业务的
豫股中，龙蟒佰利出手最为阔
绰。1月28日，龙蟒佰利发布
公告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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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公司在去年已经
支付6.63亿元用于回购股票。

此外，平煤股份的回购计
划也相当惊人，4月3日，平煤
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
2.7亿元为下限，3.3亿元为上
限的自有资金，按不超过5.45
元/股的价格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

公告显示，本次回购的股
份50%计划用于注销以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50%计划用于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按最新的回购规则在
发布回购结果及股份变动公
告12个月后进行减持。

提振股价
或为回购增多主因

上市公司频频回购，原因
何在？记者梳理公告发现，除
股权激励注销外，市值管理是
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主
要原因。招商证券研报指出，
从实施回购的股票市场表现
来看，以市值管理和股权激励
为目的的回购中，回购比例较
高个股在预案公告后以及回
购实施完成后的短时间大概
率有超额收益，且预案公告比
实施完成对公司股票的短期
提振作用更明显。但从较长
时间来看，实施回购的股票超
额收益不明显，市场表现不
一。

从政策层面来看，2018
年11月证监会、财政部、国资
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2019
年1月上交所配套出台了《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明确支持上市公司积极实施
股份回购。如今随着政策细
则的落实，上市公司在回购方
面热情高涨，股票回购规模不
断刷新纪录。

巴菲特曾在《致股东的
信》中就股票回购进行专门阐
述，他说包括美国银行在内的
多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
资过的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回
购股票。许多公司回购股票
的数额相当惊人。巴菲特称，
我们非常喜欢这种股票回购，
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情况下，
公司回购的股票在市场中是
被低估的，当公司的经营规模
不断扩大，但流通股数量不断
下降，股东将会非常受益。

业内人士同样指出，回购
可以调整和改善企业的股权
结构，为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上市公司
大规模回购则有利于稳定市
场信心，提振A股行情。

A股上市公司回购潮涌
年内A股回购金额超千亿，19家豫股累计回购70次

上市公司回购浪潮汹涌，
年内A股回购金额再创新高。

8月6日，四川水井坊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首次实
施回购股份的公告，其中披露
该公司于近日首次实施回购，
回购股份数量为6.56万股，
支付资金总金额为 294 万
元。水井坊的此次回购，只是
2019年内A股回购浪潮中的
一朵浪花。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统计，截至8月6日，2019
年内A股上市公司回购金额
已经突破千亿元，远超此前年
份，而河南上市公司也有高达
70次的回购行为。

“矿山开采，安全很重
要。”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
限公司运营总裁兼总工杨
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
强调安全这一问题。在他
看来，2015年之前公司主
要从事矿山爆破工作，而那
时洛钼矿区也面临多年开
采形成的“采空区”危险，为
解决这一问题，杨辉带领着
团队开始投入智能矿山的
研发工作当中。

从2016年改造出第一
代柴油版遥控车，到重型柴
油车改成纯电动车，再到无
人驾驶纯电动矿用自卸车及
智能调度系统，直至2019
年，基于5G技术的远程操控
3D视觉系统开始运行调试，
杨辉列举了公司在这5年来
实现的飞跃与质变。在他人
看来，杨辉也完成了从工厂
自动化行业逐步跨入工程机
械自动化领域的转型，成长
为5G智慧矿山方面的行家。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
2019世界移动大会上，由

‘现场挖掘机远程操控台’和
‘远端真实挖掘机现场实景
屏幕’组成的展示区域成为
观众瞩目的焦点，且持续至
今热度不减。”杨辉自豪地向
记者介绍，这一场景的展示
正是由中国移动河南公司联
合跃薪智能机械集团、华为
公司研究开发的5G无人智
慧矿山项目。

伴随着中国移动最新
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露天矿山开采也在5G浪潮
中实现了技术飞跃。借助
5G的加持，智慧矿山以其
更高效、更安全的特性，将
生产作业人员从危险的作
业环境中解放出来。“5G特
别适合矿山。”杨辉表示，
一是矿山位置比较偏僻，网
络信号不好，因此需要单独
建网，而5G建网的便捷性
是无与伦比的；二是大部分
工程机械处于移动状态，因
此需要移动网络，而且矿山
经常要爆破作业，用传统的
光纤部署网络很不现实；三
是露天矿山由于空旷无遮
挡，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基
站布点，实现无线网络信号
对全矿区的无缝覆盖。

据悉，5G无人矿山可
部署多个应用场景，其中包
括移动终端高清图像回传、

无人驾驶智能调度、云计算
以及支撑数量庞大的高清
无线图传需求等等。早前每
一台车需要装一个大型公共
计算机来处理数据，而在5G
时代，矿山无人驾驶利用云
计算思路，可将所有数据传
到一个服务器的终端计算。
而5G网络的低时延特性，在
无人驾驶场景下得到了充分
展现。杨辉介绍说，只有当
网络延迟在30ms以内，远
程操作人员才不会有延时
感，行驶和作业安全才能得
到保障，5G网络低时延的特
性，不仅让停滞多年的远程
操控技术成为现实，还圆满
解决了原本因延迟导致的
矿山无人驾驶安全行车限
速问题（安全行车限速从时
速10公里上升到35公里，
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
时，5G可实现亚米级（GPS
定位精度在1米以下）的定
位，便于矿山对人员、车辆
等的有效管理。

另据记者了解，为尽快
实现对5G无人智慧矿山生
产安全的可靠支撑，从3月
27日河南移动洛阳公司对
矿区进行了现场勘查，由于
矿区目前仍在开采作业，地
形经常发生变化，洛阳移动
就在矿区边缘、运输站和碎
石站等相对固定的区域开展
站点规划，目前已建设5G站
点8个，有效保障了5G信号
对矿区的全覆盖。使得基于
5G环境的智能矿山自动驾
驶体系，能够更好地发挥其
自动驾驶、远程监控等功能，
在解决挖掘机等特种车辆作
业人员成本高、工作危险性
大等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
有效降低了矿区人力成本，
提高了特殊环境下特种车
辆的工作效率，并降低了作
业风险，保障了作业安全。

“让安全问题得以解
决，让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是我们多方联手打造5G智
慧矿山的初衷。”在杨辉看
来，有了中国移动5G技术
支持，无人采矿作业的精准
度、稳定性和工作效率均得
到了大幅度提高。而从产
业角度看，此次5G无人矿
山的实践，也适合大量复制
到其他露天矿山开采中，成
为5G进入千行百业的重要
场景之一。

“5G行家”系列报道之三

跃薪智能杨辉：
一朵存储云
一张5G网
让智慧矿山更安全

行家行家

豫股最近回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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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名称 发生日期 回购数量 回购金额

四方达 20190802 645200股 3410106元

风神股份 20190801 6938326股 30670240.9元

羚锐制药 20190801 14462146股 117942470.75元

普莱柯 20190801 1074000股 13135020元

四方达 20190717 193100股 999541元

羚锐制药 20190712 13315146股 107895975.25元

羚锐制药 20190702 7797046股 60207415.67元

平煤股份 20190702 37640606股 164604475.8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楠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