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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85股扎堆披减持公告 同比翻倍
套现。
以完美世界为例，1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
2020年1月1日-6日
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
之际，随着A股的不断走强，市场上掀
披露公告”
，持有公司股份1.28亿股（占公司
部分个股披露股东减持计划一览
起了一波减持小高潮。1月6日，世龙实
总股本比例9.87%）的股东德清骏扬企业管
业、中设股份两股披露了股东拟减持公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58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司股份的公告。 北京商报记者经Wind
2%）。
统计， 今年1月1日-6日已有85股披露
而交易行情显示，近期完美世界在二级
了股东拟减持的公告，较去年同期的41
完美世界
市场上走势抢眼，在2019年10月23日-2020
股实现翻倍，其中完美世界、容大感光
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年1月3日这52个交易日内区间累计涨幅
高达84.3%，并且在1月3日盘中，完美世界
（有限合伙）
等多股系在股价大涨之后，股东欲高位
股价一度达到51.38元/ 股，创出多年以来
不超过2%
套现。
的新高。
披露减持的消息之后，完美世界1月4日
世龙实业
大幅低开6.38%，截至当日收盘，跌幅收窄至
新世界精细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1.55%，收于48.9元/ 股。
85股披露股东减持计划
此外，容大感光历经股价大涨之后，公司
不超过2%
容大感光
2020年开年，A股走势强劲，多股接连大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也“组团”
董、监、高
涨，在此背景下，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披露了减
开始了减持操作。1月4日，容大感光披露称，
及股东上海言旭贸易有限公司
持意向。1月6日，世龙实业、中设股份均披露
公司董事刘启升、蔡启上，监事刘群英、魏志
了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由此，股东欲
均，副总经理陈武以及股东上海言旭贸易有
合计不超过7.32%
减持的个股再添两例。Wind显示，2020年以
限公司，计划合计减持不超过7.32%公司股
中设股份
来两市已有85股披露了股东欲减持的公告，
份。其中，刘启升、刘群英为公司控股股东、一
王明昌
较去年同期翻倍。
致行动人之一。
1月6日，世龙实业发布了大股东减持股
交易行情显示，近期容大感光在市场上
不超过1.15%
份的预披露公告，因投资计划需要，公司股东
涨势如虹，在2019年12月3日-2020年1月3日
新世界精细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2.14%
公司股价区间累计涨幅达56.37%，其中在12
股份）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2%；中设股份亦 原因，大多数股东则表示是自身资金需求。
限售股解禁规模超6000亿元，创下自2015年 月27日盘中公司股价达到了30.49元/ 股的高
发布公告称，持有公司股份270万股（占公司
点。在减持消息披露之后，容大感光1月4日跌
Wind显示，在去年同期（2019年1月1日 6月以来的单月新高。
总股本比例3.11%）的特定股东王明昌，计划 -6日），两市披露减持计划的仅41股。不难看
就今年1月的解禁情况来看，全月解禁家 停开盘，在当日午后打开跌停板，最终收跌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出，今年1月1日-6日的减持股数量较去年同 数共有233家，其中下半月的解禁压力较大， 9.68%，股价收于25.28元/ 股。
比例1.15%）。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致电
比翻倍。
解禁家数129家，合计解禁市值超4000亿元。
经Wind统计，2020年1月1日-6日两市共
完美世界、容大感光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
实际上，今年1月存在的巨量解禁情况，
有海联金汇、苏泊尔、欧派家居等85股披露了 也带给了市场一定的抛售压力。
过均未获得回应。
多股股东欲高位套现
股东拟减持的公告，在A股新年首个交易日（1
除了完美世界、容大感光之外，世名科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2020年是限售股解
月2日）收盘之后披露的达71股，其中仅1月4日 禁大年，全年解禁规模将超3万亿元，而今年1
在上述遭到减持的85股中，不乏完美世 技、春秋电子股价大涨之后，也遭到了股东趁
单日披露减持计划的就高达41股。对于减持的 月又是2020年单月解禁规模最高的一个月， 界、世名科技、容大感光等多股股东欲高位 机减持。
今年1月的巨量解禁给市场带来了

无需过度担忧抛售压力

一定的抛售压力，如今在解禁高峰来袭

在解禁高峰来袭之际，A股已率先掀起了
一波减持小高潮。对于接下来的大规模解禁，
多家机构认为，解禁额并不代表减持额，无需
过度担忧1月市场上的抛售压力。
作为今年解禁规模最高的一个月，不少
投资者担忧，2020年1月的解禁高峰期将影响
春季行情。但海通证券认为，不必过于担忧，
解禁额并不代表产业资本减持额，还要考虑
限售股解禁后减持的约束比例及市场行情对
产业资本增减持的影响。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亦表示，限售股解禁
是一种选择权，不是必须执行的权利，解禁规
模也不等于实际减持规模。
此外，中信证券在研报中指出，2020年1
月解禁虽高，但实际减持压力预计要延后才
会反映出来，按照解禁主体类型和当前减持
规则，1月实际可减持的规模相对有限。浙商
证券进而表示，2017年减持新规规定大股东
在3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而从2017年起当月减持金额/ 解禁金额的比
例基本保持在5%-15%之间，因此单月减持
金额的绝对值金额相对有限，若以7.5%测算，
1月减持市值金额约为520亿元，因此无需过
度担忧大规模解禁带来的抛售压力。
但华融证券也在研报中提示风险称，A股
的行情走势提振了投资者的做多热情，但牛市
不是一蹴而就、只涨不跌的，曲折反复是事物
发展的客观规律，连续大涨后，风险也在积聚，
1月解禁减持压力较大，建议投资者耐心布局。
另外，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2020
年1月北向资金仍将延续当前净流入的趋
势，增量资金的进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对解禁
带来的减持形成对冲，所以从总量上无需过
度担忧。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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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T华仪看问题股投资风险
老周侃股

拓展奶酪市场 内蒙蒙牛拟战略入股妙可蓝多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 姚倩）作为乳
业的“新宠”，奶酪业务成为许多乳企重点布
局的业务板块。1月6日晚间，妙可蓝多
（600882）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引入内蒙古蒙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
蒙蒙牛”）为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战略
股东。
公告显示，妙可蓝多下属全资子公司吉
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
科技”）拟以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内
蒙蒙牛，内蒙蒙牛拟以现金约4.58亿元认购吉
林科技的新增注册资本约2.1亿元，占吉林科
技增资后注册资本的42.88%。
吉林科技成立于2015年11月2日，注册资
本为2.8亿元。吉林科技的经营范围包括乳制
品研发及其进出口贸易；乳制品销售；利用自
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投资咨询。在上述增
资扩股事项实施完毕后，内蒙蒙牛将成为持
有吉林科技42.88%股权的股东。
与此同时，内蒙蒙牛与沂源县东里镇集
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王永香、刘木栋、沂源
华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内蒙

蒙牛以每股14元的价格受让前述转让方直接
持有的妙可蓝多5%的股份，股份转让总价款
约2.87亿元。
内蒙蒙牛成立于1999年8月18日，经营范
围包括乳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畜牧饲等。
股权关系显示，中国乳业（毛里求斯）有限公
司持有内蒙蒙牛91.0044%的股份，中国蒙牛
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牛乳业”）持有内
蒙蒙牛8.9953%的股份。
妙可蓝多的主营业务为以奶酪、液态奶
为核心的特色乳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数
据显示，妙可蓝多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的营
业收入约11.59亿元，同比增长50.77%；对应
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1449.7万元，同比扭亏。
针对战略入股妙可蓝多一事，蒙牛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奶
酪行业是乳制品消费升级的主流方向，蒙牛
看好奶酪市场的发展潜力。两家公司将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基于领先的生产研发能力，积
极开展各类奶酪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并进行
销售渠道共建多维度的业务合作。
妙可蓝多也表示，吉林科技作为公司奶

酪业务的生产主体，通过引进外部投资，大幅
增厚资金实力，能够更好地进行产能扩张，加
速抢占中国奶酪市场，从而有利于巩固公司
奶酪业务的领先地位。
数据显示，中国奶酪市场在过去五年保
持22.5%的复合增速，处于高速发展期。预计
到2023年，中国奶酪市场规模将超百亿。乳业
分析师宋亮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整个零食
奶酪市场近两年的增长较快。在三四线城市，
零食奶酪品类的增长超过200%。在整个传统
乳品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零售奶酪是一个新
的红利单品。对于妙可蓝多而言，蒙牛的入资
可以为其做品牌背书；对于蒙牛来说，通过入
资妙可蓝多可以迅速补齐零食奶酪业务。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在消
费端不断倒逼产业创新、升级迭代及中长期
战略需求等维度来看，蒙牛必须通过拓展品
类布局，来完成其自身战略规划。注资妙可蓝
多是蒙牛实现其目标的一个落脚点。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
电妙可蓝多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截至
记者发稿前，对方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新三板做市指数盘中创两年来新高

在新三板深改第
二批规则落地后的首个交易日，三板做市指
数持续大涨，1月6日盘中最高点达到991.91
点，刷新2018年1月以来新高。截至当日收盘，
三板做市指数收涨3.82%，创下2019年10月
29日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1月6日三板做市指
数高开高走，指数开于956.02点，之后，三板做
市指数整体呈现强势上攻的态势，上涨幅度
迅速扩大到超2%，此后涨幅在3%左右浮动。
午后，三板做市指数上涨幅度稳定在3%以上，
最终，三板做市指数报收990.16点，上涨
3.82%。盘中最高指数991.91点，创下2018年1
月以来的新高。此外，三板做市指数在1月6日
北京商报讯（记者 高萍）

的单日涨幅，仅次于新三板深改以来在2019
年10月28日的上涨幅度。整体来看，1月6日，
三板做市股票成交金额达到5.71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的2.9亿元而言，成交额明显放大。
具体到个股而言，Wind显示，686只做市
转让的个股中，除去停牌的50只股票以及平
盘收盘的290只个股，共计有284只股票呈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状态，仅有62只股票处于下
跌的状态。其中12只股票涨超20%，精英智通
涨幅居首，股价报收1.98元/ 股，上涨幅度达到
33.78%；博采网络、大泽电极涨幅紧随其后，
分别上涨27.98%以及25.21%。另外，金天地、
中喜股份、芍花堂等个股当日上涨幅度也均
超过20%。

资料显示，精英智通主要从事交通领域
智能信息化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具体从事智
能驾考、智能视频应用系统及智能停车系统
的研发、销售及运营。针对公司股价相关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精英智通、博采网络
进行采访，其中精英智通电话未能有人接听，
博采网络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在为登陆创
业板做尽调，股价也反映投资者看好公司”。
对于三板做市指数的强势上涨，新三板
投资机构、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认为，
随着新三板改革政策的不断明确，实施细则
的陆续落地，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定价、交易
功能将不断增强，新三板的市场信心不断提
升，市场参与热情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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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科竞
ST华仪1月6日盘中现最低2.53

于有大资金做庄，所以问题并不会真

元/股，创2019年12月26日“被ST”后

的爆发，至少在他们自己出逃之前不

的新低。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ST华 仪 在

会爆发。所以投资者认为可以利用这

2019年12月24日股价还曾涨停，但随

一时间段进行投机炒作。

后就突然宣布了控股股东未在承诺

这意味着，投资者在股票“被ST”

期限解决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问

前，忽视了问题股的投资风险，而在

题，公司股票将“被ST”，导致股价复

股价“被ST”之后，投资者遇到了压倒

牌后一路跌停。实际上，早在一个月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瞬间一致的

前ST华仪就提示过相关风险， 但仍

买单转变为一致的卖单，“多杀多”引

有 投 资 者面 对 涨 停 表 现 得 非 理 性 ，

发了一路跌停。

导致踩雷。

所以本栏说，ST华仪“被ST”前后

现在的投资者对于价值投资的理

的巨大反差正是因为投资者对于问

解越来越深入， 同时对于一家上市公

题股风险的漠视，投资者并没有真正

司是否“被ST”处理的价值判断也非

认识到公司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所以

常清晰。ST华仪从“被ST”前到“被ST”

才会在股价持续跌停过程中受损。

后，股价在第6个跌停板才能止跌，
“被

另外，问题股被立案调查的风险

ST”的理由也不是新鲜事，公司已经

也明显大于一般的上市公司。仍以ST

提示过投资风险，那么在“被ST”之前

华仪为例，在2019年12月26日，公司

之后，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还曾收到了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这

有些投资者对于公司大股东占
用 资 金 问 题 得 以 解 决 抱 有 希 望 ，而

也是导致公司股价后续连续跌停的
重要因素。

“被ST”则表明这种希望破灭，于是有

对于问题股而言，它们的估值基

了6个跌停板。当然，可能是在“被ST”

本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投

之前，部分投资者并不清楚ST华仪是

资群体也发生了变化。诸如，机构投

否存在问题，只是看到股价涨停于是

资者以及一些追求稳健的大型投资

跟风买入，而到了“被ST”之后，投资

者都不会把问题股作为布局的标的，

者都知道了公司是问题股，于是开始

这也导致问题股的流动性会远远小

抛售股票，股价连续跌停。
然而，不看公司基本面就买股票
的投资者肯定只是少数，还有一部分

于普通股票。尤其是当问题股再度爆
雷的时候，由于流动性的缺失，问题
股的跌幅将可能很大。

投资者踩雷ST华仪的原因则是侥幸

本栏建议投资者，价值投资有两

心理。投资者在公司“被ST”之前之后

面，一是坚持买入好的公司、有成长

都知道公司存在问题，只是在“被ST”

的公司、未来会更好的公司；另一方

处理之前，心存侥幸，认为股价上涨

面就是回避风险，躲开已经很烂的公

说明主力资金正在其中运作，虽然公

司，躲开将会变得很烂的公司，躲开

司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由

股价已经高于真实价值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