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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股抛减持公告 多股东拟清仓

瑞德西韦仿制药来了 博瑞医药股价涨停

股价大涨之后

近期，A股公司俨然上演了一场股东拟减

持的接力赛。北京商报记者以关键词不完全

统计发现，鼠年以来，截至2月12日，抛出股东

减持计划的上市公司达到57家。

道恩股份即为其中一例。根据道恩股份2

月12日披露的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董事长于晓宁之妻韩丽梅，计划自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不超过1221.08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实际上，当日抛出减持计

划的并非仅韩丽梅一名股东，道恩股份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蒿文朋、田洪池亦拟在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公司

股份，减持比例均不超过0.13%。从公告来看，

三者减持道恩股份的原因均系个人财务安排

需要。

道恩股份并非孤例。在2月12日披露股东

减持计划的还有安靠智电、航发控制、新易

盛、信捷电气、雅化集团、哈三联等公司。而在

此之前，桃李面包、昂立教育等多家公司也公

布了股东减持计划。诸如，桃李面包2月11日

披露公告称，公司持股14.44%的股东吴志刚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不超2%股权。

另外，百傲化学2月8日披露大股东减持

计划，公司持股29%的股东大连三鑫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鑫投资”）拟在公告发布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百傲化

学不超过2%股权。值得一提的是，三鑫投资

拟减持股份刚刚在前一天即2月7日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

在这些股东拟减持案例中，不乏股东抛

减持计划以前公司股价大涨的情况。举例而

言，新易盛抛出股东减持计划前，公司股价在

1月17日-2月11日累计上涨45.53%，在此期

间大盘则下跌1.81%。此外，道恩股份2月12日

抛出股东减持计划前，公司股价更是连续在7

个交易日（2月3日-11日）涨停。

安靠智电等股东拟清仓

从拟减持的股份数量来看，鼠年以来抛

出减持计划的上市公司中，多数股东系清仓

减持。

安靠智电就是较为典型的案例。根据安

靠智电2月12日发布的公告，公司股东建创能

鑫（天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建创能鑫”）拟减持安靠智电。截至公告披露

日，建创能鑫持有安靠智电股份155.7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56%，占公司扣除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股数后公司股份总额的1.59%。减

持计划显示，建创能鑫拟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减持安靠智电股份155.7万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56%，占公司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

数后公司股份总额的1.59%。两相比较后不

难发现，安靠智电股东建创能鑫计划减持所

持公司全部股权。

交易行情显示，在建创能鑫抛出减持计

划前，安靠智电股价大涨。2019年1月1日-2

月11日，安靠智电股价累计上涨近45%，在此

期间大盘上涨3.24%。

长江健康亦在近日抛出了股东拟清仓减

持的计划，与安靠智电有所不同的是，长江

健康涉及的清仓减持股东为持股5%以上的

大股东。

根据长江健康2月8日发布的公告，因股

东企业资金需求，公司持股6.51%的股东杨树

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方式减持公司不超6.51%的股权，另外，

长江健康持股11.66%的股东中山松德张家港

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同

样拟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方式减持长江健康不超11.66%的股权。不难

看出，长江健康上述两股东均计划清仓减持。

需要指出的是，长江健康上述两股东公

布减持计划前，公司股价亦经历了一轮大涨。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长江健康在2月5日-7日

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

除上述案例外，众应互联等公司亦在鼠

年以来抛出了股东拟清仓减持的公告。

多股涉及实控人减持

在抛出减持计划的股东中，多家公司减

持主体系公司实控人或控股股东。

新易盛是2月12日披露股东拟减持的上

市公司之一，公司拟减持股东即涉及公司实

控人。具体来看，新易盛在2月11日收到了高

光荣（董事长）、胡学民（董事）、韩玉兰的减持

计划告知函，因个人资金需求，三者计划以集

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570万股（即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1%）。资料显示，上述三位减持股东均为新

易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万里马也于近期披露了一则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大洲、林大权

（为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20年3月2日-9月

1日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9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

另外，连续7个交易日涨停后，在2月12

日抛出减持计划的道恩股份股东韩丽梅也为

公司实控人之一。以道恩股份2月11日的收盘

价22.35元 / 股计算，韩丽梅拟减持股份

（1221.08万股）折合市值达到2.73亿元。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作为上市公司

的股东，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有权利

处理所持公司股票。“一般而言，股东尤其是

实控人减持会给市场一种不看好上市公司的

印象，对公司股价影响偏空。”经济学家宋清

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交易行

情显示，抛出股东减持计划后，道恩股份股价

一改前期连续涨停态势，在2月12日应声下

跌，当日盘中一度跌超9%，截至当日收盘，道

恩股份跌幅大幅收窄，收跌于0.98%。

针对公司股东拟减持相关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应道恩股份工作人员要求向对方发去

采访函。在回复函中，对方表示：“公司股价从

年初11.46元上涨到了22.35元，7个涨停。监

管机构高度关注公司股价，公司连续发了2

个异动公告。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醒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防止股价炒作，出现短期

暴涨暴跌，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在接到股

东告知函后，公司董事会按照监管机构的规

定，发布了减持公告。三位股东合计减持不超

过3.26%，其中2%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本次减

持比例不高，减持额度不大，未来股东减持多

少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东、董事、高管对公

司发展充满信心，公司始终做好投资者保护、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倡导理性投

资、价值投资。”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借着疫情概念炒作，九洲药业股
价前期曾一度大涨超50%， 但是短短
的几个交易日， 涨幅已经基本回吐，
追高买入的投资者承担了投资损失，
本栏认为，概念炒作的风险还是极大
的，投资者不宜以身犯险。

什么股票的投资风险最大？ 不是
真有业绩支撑，或者真的受到巨大利好
加持的股票，也不是那些跟概念毫不沾
边的股票， 而是那些稍微沾点概念，但
又不会真正因此受益的公司，它们的股
价上涨就可以理解为概念炒作。

遇到一个炒作概念，普通投资者
往往不会真的去研究一家上市公司
是不是真的能够因此而获益，大家只
需要看到两点信息就敢于去跟风买
入， 一是是否有资金推动股价上涨，
二是公司是否有能讲的故事。只要有
了这两点， 投资者就敢于去跟风，但
最后的结果多数都不会太好。

从投资逻辑看，投资者还是在遵
循着投机炒作的逻辑，虽然现在价值
投资已经成为了主流，但这主要还是
指机构投资者，部分中小投资者还是
喜欢打探哪个股票里有庄家，哪个股
票有题材。与庄家博弈，庄家占尽各
方面优势，能盈利的散户投资者屈指
可数。

在其他任何市场里，投机炒作不
能说没有， 但早就已经成为非主流，
很多小盘绩优股的股价也很便宜，投
资者更加喜欢买入大盘蓝筹股。这里
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并非其他市
场里的投资者不喜欢投机，而是他们
更愿意使用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而

非炒作题材股。
现在A股市场欠缺的正是完善的

金融衍生品市场，例如个股的做空机
制、更加袖珍的股指期货，如果有了
个股的裸卖空机制，那么当题材炒作
到过热的时候，就会有做空者出来卖
出股票，当然也正因为有这个潜在的
威胁， 庄家也不敢肆意推高股价。本
栏认为，如果少一些投机炒作，投资
者将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投资风险。

此外，游资往往成为这些概念炒
作的始作俑者，它们往往在遇到一个
概念时，进场坚决，并不充分吸纳过
多的筹码，然后快速拉高股价，等到
其他投资者开始跟风的时候就坚决
卖出，完成胜利大逃亡。由于它们买
入筹码并不太多，所以建仓时间可以
相对较短，在出货时也不会面临太大
的流动性压力，这种短平快的打法成
功率较高、风险较小，跟风的投资者
却很容易被高位套牢。

本栏建议投资者还是应该遵循
价值投资的方针，通过长期持有股票
获得稳健的长期投资收益，不善于选
股的投资者可以考虑通过波段持有
公募基金或者通过股指期货、股指期
权来进行投资，善于选股的投资者可
以寻找一家好公司长期持有，那些资
本神话，大多来自于长线投资，例如
巴菲特，散户投资者在短线的投机过
程中，总体的胜算极低。投资者要明
白，在股市中投资，追求的应该是长
期的盈利， 而非一次两次的神话，长
期投机，神话的利润终将被多次的亏
损蚕食。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 姚倩）在国
外被用于防治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瑞德西韦，最

近一直被市场寄予抗击新冠肺炎的厚望。2月

11日晚，科创板上市公司博瑞医药（688166）发

布公告称“成功仿制开发瑞德西韦原料药合成

工艺技术和制剂技术”，受该消息影响，当日开

盘，博瑞医药强势“一”字涨停。

2月12日，博瑞医药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公司将召开说明会介绍相关情况。目

前会议形式、会议时间待定。

交易行情显示，2月12日开盘，博瑞医药

“一”字涨停，截至当日收盘，仍牢牢封死涨停

板，最新股价52.12元/股。博瑞医药在公告中表

示，博瑞医药已经批量生产出瑞德西韦原料药，

瑞德西韦制剂批量化生产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瑞德西韦由美国Gilead公司开发，

用于防治埃博拉病毒感染，Gilead公司是瑞德

西韦的化合物专利权人。在此前，瑞德西韦曾治

愈了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由此瑞德西韦也

被国内市场寄予厚望。目前，瑞德西韦已经在国

外通过了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Gilead公司正

在与国内机构配合，对瑞德西韦用于新型冠状

病毒（2019-nCoV）感染进行Ⅲ期临床试验。

博瑞医药提示风险称，目前瑞德西韦用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Ⅲ期临床试验并未结束，该药

物是否有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果相关临床试

验结果不理想，则瑞德西韦的仿制技术就无重大

价值可言。即使瑞德西韦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临床试验成功，那公司的前述研发要最终转化

为产品投入市场，仍需经过获得专利权人美国

Gilead公司授权、药物临床、药品审批等多个环

节，这一过程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资料显示，博瑞医药主要从事高技术壁垒

的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业务。对于该仿制药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博瑞

医药表示，公司开发瑞德西韦是为了响应国家

号召，尽早获得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治疗药物，若

该产品能够获批上市，疫情期间将主要通过捐

赠等方式供应给相关病人，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0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告显示，截至目前，博瑞医药在瑞德西韦

的原料药和制剂开发和生产中已发生的成本预

计约为500万元，后续将进一步放大生产，预计

还需要投入约1000万元。针对相关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多次致电博瑞医药董秘办公室进行采

访，不过电话始终未有人接听。

纵观博瑞医药近年来的业绩表现，增势迅

猛。财务数据显示，在2016-2018年博瑞医药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2.01亿元、3.17亿元以及

4.08亿元；当期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

1706万元、4588万元以及7320万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在前次股
份拍卖流拍的情况下，华映科技（000536）第一

大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映百慕大”）所持1.53亿股股份再度遭

遇了流拍的尴尬。2月12日晚间，华映科技披露

称，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页面显示的

拍卖结果，华映百慕大所持1.53亿股拍卖流拍。

据了解，福州中院于2月11日10时至2月12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华映科技第一大股东华映百慕大持有

的华映科技1.53亿股进行第二次拍卖（上述股

票拆分成8300万股、7000万股两笔同时挂网），

但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页面显示的拍

卖结果，本次拍卖流拍。

资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拍卖流拍一般是由于起拍价格过高造成的，

但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存有疑

虑，接盘热情不高。北京商报记者查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华映科技8300万股起拍

价为1.826亿元，保证金为1800万元，增价幅度

50万元；华映科技7000万股股份的起拍价为

1.54亿元，保证金1500万元，增价幅度50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并非华映百慕大所持股

份首次流拍，在2019年12月上述股份就曾被司法

拍卖，但最终流拍。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显示，此次二度拍卖，华映百慕大所持华映科技

股份的拍卖价格均有所下降。在首度拍卖时，华

映科技8300万股股份的拍卖价格为2.2825亿元，

7000万股股份的拍卖价格为1.925亿元。

经计算，在首次拍卖时，华映科技1.53亿股

的拍卖价格合计为4.2075亿元，二度拍卖时华

映科技1.53亿股的拍卖价格合计为3.366亿元，

二度拍卖的价格较首次拍卖价格降价8415万

元。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华映科技

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未有人接听电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华映百慕大除了所持

华映科技1.53亿股被拍卖之外，其所持华映科技

1.296亿股股份也在进行拍卖，但却出现“乌龙”。

宁德中院于2019年12月24日10时至2019

年12月2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巴巴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华映百慕大持有

的华映科技1.296亿股股票。根据阿里拍卖平台

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用户姓名赖星

宇以2.939亿元的成交价格竞得上述股票。但宁

德中院于2020年1月14日送达给赖星宇的

（2019）闽09执152号通知书中确定本次拍卖成

交价为3.2076亿元，与拍卖中出现的2.939亿元

不一致。对此，赖星宇认为成交价应当为2.939

亿元，如无法按照上述价格成交请求宁德中院

撤销本次拍卖并退还保证金。

最终宁德中院裁定撤销其作出的（2019）

闽09执152号通知书。截至公告日，华映百慕大

持有华映科技7.05亿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25.37%。

没人要 华映科技大股东持股二度流拍

鼠年以来，部分A股上市公司祭出股东增持、终

止减持等措施提振市场信心，但与此同时，不少公

司股东反其道而行之， 抛出了减持计划。2月12日，

又有包括道恩股份（002838）的10余家公司公布股

东减持计划。当日晚间，岳阳兴长等公司亦加入到

股东拟减持的上市公司阵营中。北京商报记者根据

公告不完全统计发现，鼠年以来，有57家公司披露

股东减持计划，在这些减持计划中，不乏股东拟清

仓减持的情况，亦有不少拟减持股东系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鼠年以来部分上市公司股东拟减持情况

公司名称

众应互联

道恩股份

安靠智电

桃李面包

昂立教育

拟减持股东

石亚君

韩丽梅

建创能鑫

吴志刚

王晓波

公告日持股比例

5.1965%

21.08%

1.56%

14.44%

0.15%

拟减持比例

不超5.1965%

不超3%

1.56%

不超2%

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