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改事宜再搁浅

宣告启动股改事宜尚不足一个月的时

间，S佳通的股改事宜还是黄了。

7月9日，S佳通发布公告称，公司在停牌

后，与相关各方进行了交流，目前仍无法形成

相对成熟的股改方案，继续推进股改的困难较

大，现公司决定终止本次股改筹划。

据了解，2005年证监会曾宣布启动股权

分置改革试点。股权分置改革即股改，是通过

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

协商机制，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

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股改的方式，让非流通股

也能流通上市。

时至今日，A股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启动

已有15年之久，S佳通却成为沪深两市唯一一

家没有完成股改的公司，拖了A股市场股改的

后腿。

而这已经是S佳通第三次股改宣告失败。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S佳通公告了解到，2016年

4月5日，彼时S佳通公告称，日前接到控股股

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佳通中国”）通知，控股股东拟筹划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的重大事项。但由于方案被否，S佳

通首次股改的计划失败。

2017年7月，S佳通再度发布公告推进股

改事宜。然而，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同样因方

案被否，股改事宜付之东流。

时隔三年后，S佳通再谋股改的计划，也

让市场对A股股改清零有了预期，但事与愿

违。S佳通董秘邬晓芳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们此次筹划股改的过程中，

上市公司层面做了两次公告，但机构并没有

签订”。对于记者追问公告中声称股改困难

较大的具体原因时，邬晓芳表示，“事实

上，之前也是在长时间了解相关事情，目前

还是觉得时机不太成熟，实际情况和公告内

容保持一致”。

被疑诚意不足

不过，S佳通此次停牌筹划股改“巧遇”

中小股东“逼宫”，也招来S佳通并非诚意股

改的质疑。

S佳通的公告显示，此番股改系公司于

2020年6月12日接到佳通中国的正式发函通

知，佳通中国拟筹划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

关重大事项。就在5月25日，彼时S佳通还在

披露的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称，近

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原因是尚无确

定的股改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6月11日，S佳通收到了李

陆军、宁波亿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亿酷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股东，要求增加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上述股东合

计持有S佳通约3.13%股份。

新增的议案中，包括提议罢免董事长李

怀靖、董事黄文龙、独董肖红英、监事会主席

寿惠多4人的职务；同时还包括《关于佳通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限期履行解决同业

竞争问题承诺的临时议案》《关于聘请具有证

券资格的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佳通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2014年-2018年的关联交易进行

专项审计的临时议案》。

针对提请罢免一众高管的相关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曾尝试联系李陆军、宁波亿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亿酷1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等，但未能找到相关的联系方式。

据媒体报道，多位S佳通流通股东认为，

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无疑成为中小股东“逼宫”

的胜方，抛出筹备股改的意向，更像是佳通中

国的缓兵之计。

对于上述说辞，邬晓芳并不认同，邬晓

芳称“不存在什么缓兵之计”。“筹划股改属于

重大事项，按照规则停牌就会停牌，不会和

市场提前做预告后再去停牌。而股东提议罢

免的相关议案，首先是他们达到形式上的上

会比例，包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议事范围，

公司态度很明确，只要符合条件的议案，都

会上会被审议。”从表决结果上看，S佳通关于

罢免李怀靖董事长职务等6项议案遭股东大

会否决。“最后上会的结果，其实是全体股东

的意愿。”邬晓芳如是表示。

利益难均之过?

股改多年依旧未能成行，股改钉子户S佳

通缘何股改这么难？

邬晓芳表示，“从相关各方了解，此前两

次股改方案被否，基本上就是因为双方预期

存在差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盘和林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股改的

本意是大股东想要获得股票流通，通过牺牲

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给流通股股东支付相

应对价，让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事实上，股

改的难点在于大股东愿意牺牲多少利益来

换取股份流通”。

一位沪上私募人士认为，从前两次的股

改方案来看，S佳通的大股东更多的是希望通

过向上市公司注入子公司的股权作为股改对

价，但投资者认为子公司盈利能力欠佳，因此

对价无法达到支撑股价的作用，于是股改无

法成行。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亦表示，“S佳通股

改未能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S佳通小股

东和大股东的分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股

东与小股东对价谈不拢，大股东既不肯放弃

控股权，不愿稀释持股比例，又总想着用赠送

子公司资产的形式股改”。

盘和林补充道：“股改失败，意味着S佳通

非流通股股东对经营缺乏动力，对股价缺乏热

情，从而打击经营积极性。”

多年未果，S佳通股改成黄粱一梦？

在终止筹划股改后，上交所也对S佳通提

出明确的监管要求，要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积极创造条件，推进股改事宜，充分

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宋清辉认为，S佳通股改成功的关键是提

升股改预期，调和股东之间的分歧，才能够逐

渐攻克股改难点。

“作为上市公司，公司也一直在和双方的

股东做沟通。对于股改，两方预期差距过大的

话，很难去推进相关事宜。我们只能继续努力

沟通，但是关于未来具体股改的时间表没有

过多的信息。”邬晓芳坦言。

股改尚未找到解题方法的S佳通，今年一

季度经营业绩承压。S佳通主营业务为汽车轮

胎的生产和销售，属于橡胶制品行业。数据显

示，S佳通今年一季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

1146.7万元，同比下降39.78%。

未来，S佳通又将走向何方？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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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达共识“钉子户”S佳通股改再折戟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散户参与场外配资风险解析
周科竞

涉嫌信披违规 ST康美实控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证监会近期曝光数百家非法场外
配资平台，不正规的配资平台不仅违法
违规，还会给参与的散户投资者带来极
大的投资风险，这些风险投资者往往并
不清楚，只有实际发生时才会知道并且
只能默默地承受。

首先，场外配资平台都是非法的，它
们无一例外都违反了不得利用他人账户
炒股的规定。而且投资者和配资平台之间
的任何委托代理协议都是不受法律保护
的，投资者一旦遭受损失，将无处申诉。

其次，投资者通过配资平台炒股，
公开的风险有因保证金不足而被强行
平仓的风险，这里面的强行平仓和投资
者所理解的券商正常风险控制并不相
同。投资者在正规的券商融资融券业务
进行交易，如果遇到盘中乌龙指导致股
价瞬间暴跌，然后立即回归正常，那么
此时持股的投资者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的，但是如果是在配资平台进行交易，
假如投资者按照1： 10的比例配资，满
仓买入了一只涨幅5%的股票，一旦这只
股票出现乌龙指，瞬间下跌10%，股价
变为下跌5%，哪怕1秒钟后股价又恢复
到正常价格，但就是这一瞬间，电脑就
会认为投资者的保证金不足，并实施强
行平仓，投资者的持仓将会被瞬间卖
出，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是因为配资平
台往往使用电脑进行风险控制，所以短
期的股价波动也可能会触发电脑止损
的指令发出。

还有， 配资平台一个账户可能由
很多个投资者共享，大家买的股票都

在一个账户里，具体的分配由平台的
软件实施。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很
多投资者都在同一个账户内买入了
大量的热门股，一旦这只热门股出现股
价暴跌，配资平台的这个账户市值将会
大幅下跌，由于配资平台也会对外招
募优先级资金，那么整个账户就有可
能会出现劣后级资金爆仓，从而引发
整个账户的全面爆仓，此时即使投资
者持有已经盈利的股票，也有可能被
殃及池鱼 ，最终不仅赚不到钱 ，还会
亏掉全部的本金。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投资者使用配
资资金买入妖股，而配资平台的人认为这
只股票股价明显高估，那么配资平台可能
会虚假买入这只妖股，或者在投资者买
入后偷偷卖掉，从而引发平台和投资者
对赌的情况。如果股价真的下跌，投资
者出现亏损，平台赢了，那倒没什么问
题；一旦妖股继续发疯，股价一涨再涨，
平台无力支付投资者的盈利，投资者可
能会赚不到钱，平台会以系统故障或者
其他种种借口告诉投资者当初就没有买
到，投资者也无处申诉。

最后，本栏想劝告投资者，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要参与场外配资，这种交易是非
常危险的，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自
己所能理解的范畴，而且自己的财产安全
没有任何的保证，甚至有时还会有虚假的
配资平台，投资者入金之后钱直接被老板
卷走，投资者的买入卖出实际上都是模拟
炒股，未来不管是盈利还是亏损，投资者
都不可能再取出钱来。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头顶”财
务造假的臭名，ST康美（600518）实控人马兴

田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过街老鼠”。在今年5

月被证券市场拉入“黑名单”之后，马兴田如今

又被采取了强制措施。7月9日晚间，ST康美披

露称，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家属的通

知，马兴田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ST康美在公告中表示，马兴田自2020年5

月开始已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目前公司生

产经营正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

加强公司管理，确保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开展。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资本市场上，因涉

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并不多。上海明伦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智斌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一般资本

市场会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虚假陈

述等罪名，采取罚款、证券市场禁入等措施，但

存在一些极其恶劣的行为，当罚款、证券市场禁

入的处罚不足以震慑恶劣行为人的时候，就有

可能对恶劣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

此前，ST康美已经因多次存在信息披露

违规行为受到市场关注。2019年4月，ST康美

发布2018年财报时对2017年财报数据进行更

正，近300亿元货币资金神秘消失牵连出公司

的连续多年财务造假案。2019年8月，ST康美

收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告知书。

今年5月，作为ST康美实控人的马兴田被

证监会罚款90万元，并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此后，马兴田辞去了ST康美董事长、总

经理、提名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在马兴田辞职后，ST康美于2020年6月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马兴谷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目前公司董事长系马兴谷。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ST康美

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6月17日晚间，ST康美披露2019年财报显

示，公司亏损46.6亿元，上年同期盈利3.74亿

元。公司表示，2019年通过自查，公司发现存在

账实不符的情况，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重

述，调减2018年度公司总资产14.83亿元，调减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2.09亿元。

作为曾经的千亿元市值白马股，截至7月

9日收盘，ST康美的总市值缩水至127亿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高萍）7月9日，在两市成
交金额连续第4个交易日突破1.5万亿元之际，

当日登陆科创板的国盾量子（688027）上市首

日大涨，盘中一度飙涨超10倍“惊艳”市场。截至

收盘，公司股价报收370.45元/股，大涨923.9%，

上涨幅度一举刷新科创板此前新股纪录。以收

盘价计算，投资者中一签国盾量子获利超16万

元。当日晚间，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证金公司”）称，自2020年7月10日起，

暂停“国盾量子”证券的转融券业务，恢复时间

将另行通知。这意味着，国盾量子的融券做空

业务将受到一定影响。

证金公司称，国盾量子的转融券余额达到

该证券上市可流通市值的10%。根据《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规则（试行）》第七

十五条的规定，予以暂停。当该比例降至8%以下

时，证金公司可在次一交易日恢复该证券的转

融券业务，并向市场公布。

国盾量子上市首日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可

谓赚足了投资者的眼球。7月9日，国盾量子高开

673.91%，开于280元/股，轻松晋级百元股行列。

午后开盘，该公司股价进一步上涨，因股价较

开盘价大涨30%而触发临停机制。恢复交易后，

国盾量子股价持续强势上扬，盘中最高涨幅一

度超过1000%，最高价触及399元/股。

收盘暴涨923.9%也让国盾量子成为截至

目前科创板上市首日收涨幅度最高的个股。根

据Wind，此前上市首日涨幅最高的科创板新

股为天智航，上市首日天智航上涨614.29%。

随着股价的暴涨，国盾量子的市值也水涨

船高。截至7月9日收盘，国盾量子收盘总市值

为296.6亿元。

国盾量子股价飙涨无疑让打新一族赚得

“盆满钵满”。数据显示，国盾量子发行价为36.18

元/ 股，若以收盘价计算，投资者中一签国盾

量子获利16.71万元。北京商报记者根据Wind

数据统计后发现，以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此

前科创板上市新股中一签获利最高的为华峰

测控，达到11.63万元。这也意味着，国盾量子

不仅打破了科创板上市首日涨幅纪录，同时亦

刷新了科创板中签投资者获利额新高。

在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看来，近期市场情绪

火爆是国盾量子股价大涨的重要原因。东方财富

数据显示，7月9日，A股三大股指继续大涨。截

至当日收盘，两市成交额合计为1.73万亿元，连续

第4个交易日成交金额突破1.5万亿元。

据了解，国盾量子主要从事量子保密通信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等。Wind

数据显示，2019年，国盾量子实现归属净利润

0.49亿元，同比下滑31.98%；今年一季度实现

归属净利润为-0.09亿元。

上市首日飙涨逾9倍 国盾量子转融券业务遭禁

“股改钉子户”———S佳通（600182）第三次股改会否夭折？答案是肯定的。即便这个结果在很多股

民的预期之中，但对于S佳通2.94万户的股东而言，却是意难平。这也意味着，S佳通成为目前A股市场

唯一一只仍旧未能完成股改的个股，而A股股改清零的愿景也就此化为泡影。为何S佳通股改如此之

难？利益各方如何均衡或成为破题的关键。而在上交所要求S佳通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积极创造条

件推进股改事宜的背景下，S佳通股改难题何时破，尚留有一丝悬念。

S佳通股改相关事宜一览

第一轮

2016年4月5日 拟筹划股改事宜

2016年9月2日 股改说明书出炉

2016年9月23日 股改方案被否

第二轮

2017年7月11日 继续筹划股改事宜

2017年9月1日 公布股改方案

2017年9月22日 股改方案被否

第三轮

2020年6月15日 拟筹划股改事宜

2020年7月2日 非流通股股东正就公司股改相关事宜进行研究

2020年7月9日 终止股改筹划，同日收到上交所监管工作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