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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市值跌至2亿 天宝退摘牌
8月4日

0.25元/股

▲ 4.17%

8月5日

0.27元/股

▲ 8%

知名财经评论人布娜新表示，退市股进
入全国股转系统进行挂牌转让要按照场外交
上市之初曾被券商称为三业并举的农业产业化龙头天宝退
0
0.27元/股
8月6日
易制度，流动性会有所影响。
（002220），在A股行走12年后，最终走到退市这一步。8月11日，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后了解到，按照相关
8月7日
0.25元/股
茛7.41%
因触及面值退市红线，天宝退正式摘牌退出A股舞台。曾几何时，
规定，天宝退股东在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必
0.26元/股
▲
4%
8月10日
须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履行股份确权、登记和
于2008年登陆A股的天宝退，上市后巅峰时总市值一度达到百亿
托管手续后，其股票方可在股转系统进行挂
元，然而，在近两年公司出现上市后业绩首亏、实控人被逮捕等巨
天宝退最后5个交易日
牌转让。
变后，摘牌前天宝退总市值仅剩不足2亿元。两相比较，不禁令人
股价及涨跌幅概况
与此同时，天宝退亦表示，将尽快与长城
唏嘘。
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完成签订《委托股票转让
协议书》相关流程，委托其提供股份转让服
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
系统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及全
对外担保的情形，天宝退于2019年5月28日被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的有
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之后，因2018年、2019年
正式作别A股
关事宜。
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经历了30天的退市整理期，天宝退的A 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同时公司2019年年度
实际上，对于退市股而言，存在投资者豪
股之路走到了终点。
报告被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赌重新上市的情形。天宝退在A股的最后一个
8月11日，天宝退对外公布，公司退市整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宝退于2020
交易日，即8月10日，以上涨4%收盘，全天成
理期已结束，将在当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摘 年6月2日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交额达到446万元，刷新7月14日以来公司单
牌。据了解，天宝退于6月30日进入退市整理
麻烦缠身的同时，天宝退一众高管亦是 公司。2008年2月28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归属净利润同比 日成交额新高。
期，截至8月10日满30个交易日。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近两年不乏
频频出事。2019年7月，天宝退董事长黄作庆 易所上市，正式成为A股一员。
下滑超两成后，天宝退业绩在2018年急转直
天宝退退出A股，源于公司触及面值退市 因涉嫌虚开发票罪，被公安局正式逮捕。根据
上市之初，天宝退曾头顶龙头企业的名 下。因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公司债务逾期 退市股重返A股的案例，但豪赌股票恢复上市
红线。回溯历史，天宝退此轮陷入退市深渊始 资料，黄作庆系天宝退实控人。另外，天宝退 号。彼时，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初步形成了 导致计提罚息增加及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 存在较大的风险。“实际上，退市股要想恢复
于4月30日收盘价低于1元，之后，公司股价便 于7月公告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以“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务”“农产品加工业务” 准备增加等多个因素影响，2018年天宝退实 上市难度并不小。”许小恒如是说。
处于下行状态，截至6月2日，天宝退连续20个 秘书（代行）叶华因涉嫌妨害作证罪已被大连 和“冰淇淋制造业务”三业并举的业务格局。 现销售收入下滑，经营业绩首次出现亏损，当
根据规定，天宝退如果要申请重新上市，
交易日收盘价始终未能重回1元。期间，加之 市公安局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
2008年的某券商研报显示，天宝退是全 年实现归属净利润-1.65亿元。之后，天宝退 应该符合的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公司无重大违
退市整理期，天宝退更是自5月18日起连续17
国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 业绩持续恶化，2019年亏损额高达19.05亿 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公司最近
个交易日股价跌停。
工示范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出口示范企 元。业绩恶化的同时，公司实控人被抓等利空 3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且累
摘牌前市值不足2亿
最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计超过3千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业等。彼时，天宝退水产品加工车间有1.5万多 不断。
对于在A股走过12年的天宝退而言，也 平方米，（冻）鱼片年生产能力可达1.5万吨；农
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4.1条第（十八）
二级市场上，天宝退股价“跌跌不休”。东 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等。财务数据显示，
项、第14.4.2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曾有过高光时刻，公司总市值一度达到百亿 产品加工车间2000多平方米，年综合生产能 方财富数据显示，摘牌前，天宝退在8月10日 天宝退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于6月 元。然而，截至退市前，天宝退总市值仅剩不 力可达1万吨。
润为-19.05亿元。东方财富数据显示，今年一
收于0.26元/ 股 ，总市值仅剩1.99亿元。
18日作出天宝退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足2亿元。
季度，天宝退流动负债（25.53亿元）高于流动
诚然，携带连年增长的财务数据以及
天宝退是一个以生产、加工、出口农副产 2008年营收超6亿元的亮丽业绩，天宝退于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自4月30日至8月10
资产（15.1亿元），负债合计27.67亿元；季度末
恢复上市不易
日，天宝退累计下跌74%，而在此期间大盘则 品和水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外向型股份制企 2008年顺利登陆A股。上市后，公司业绩也整
资产负债率达到86.96%。
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公司前身为大连天宝 体处于向好状态。在此背景下，天宝退在二级
上涨29.89%。
与此前退市股的命运一样，摘牌A股后，
针对退市后公司发展相关问题，北京商
天宝退触及面值退市背后，则是公司接 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9月，2001 市场上也受到市场青睐，2015年6月公司股价 天宝退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 报记者致电天宝退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
连不断的利空。因存在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 年4月改制成为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 创出历史新高，一度进入百亿市值俱乐部。 行股份转让。
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亏损资产溢价卖 凯中精密出售子公司存疑
8月11日晚
间，凯中精密（002823）披露的一则出售资产公
告引发了市场极大关注，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
惠州市凯中丰华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州丰华”）100%股权出售给深圳市龙城振业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城实业”）。值得一
提的是，惠州丰华实为亏损资产，但却作价1.3亿
元出售，增值率超300%。
资料显示，此次的出售标的惠州丰华成立于
2015年9月22日，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机整流子、集
电环、连接器的研发及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等。在2019年以及2020年上半年惠州丰华一直
没有产生营收，公司营收均为0，当期对应实现净
利润分别约为-93.34万元、-46.84万元。
虽然为亏损资产，但此次交易系溢价出售。
公告显示，惠州丰华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6月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2497.49万元，评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

估值为1.14亿元，评估增值8930.56万元，增值率
为357.58%。
另外，此次的接盘方也引发了市场关注，龙
城实业成立于2019年2月，其中自然人黄敏持股
90%，深圳市西湖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龙城实业
资产总额约为2.85亿元，负债总额2.7亿元，公司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仅136.7万元，实现净利润
为-133.46万元。
但凯中精密在公告中表示，结合受让方资
信状况以及大股东资信等综合评估，认为受让
方有能力履行本协议。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致电凯中精密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
电话未有人接听。
据凯中精密介绍，此交易包括两个步骤，第
一步是公司以1.105亿元的价格向龙城实业转让
持有的惠州丰华85%股权，该次股权转让在《股

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第
二步是在前述股权转让基础上，公司按照协议
约定以1950万元的价格向龙城实业转让持有惠
州丰华15%的股权。
对于此次交易，凯中精密表示，本次出售全
资子公司惠州丰华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
利于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流。
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增加
公司2020年利润7010万元，约占公司上一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106.84%。
实际上，在凯中精密出售资产的背后，公司业
绩承压明显。资料显示，凯中精密2016年11月登
陆A股市场，公司2016年、2017年净利均处于同比
增长状态，但在2018年、2019年凯中精密实现归
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13亿元、6561万元，分别同比
下降25.62%、42.16%。在今年一季度凯中精密实现
归属净利润约为1653万元，同比下降11.51%。

业绩疲软 英搏尔8名股东拟扎堆减持
伴
随着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疲软，英搏尔（300681）
的诸多大股东开始准备套现离场。8月11日，英
搏尔披露公告称，公司持股股东刘安国、领先互
联、阮斌、杨振球等8名股东拟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644万股，合计不超过英搏尔总股本的
8.53%。
据英搏尔公告显示，此次拟减持股东刘安
国、领先互联、阮斌、杨振球、阮小桐、成固平、范
洪泉、邓乐安分别对应持有公司股份157.5万股、
135万股、135万股、90万股、90万股、112.5万股、
45万股、67.5万股，分别占公司股本比例2.08%、
1.79%、1.79%、1.19%、1.19%、1.49%、0.6%、
0.89%。
其中，公司股东刘安国拟减持不超70万股，
即不超过英搏尔总股本的0.93%；阮斌拟减持不
超33.75万股，即不超过英搏尔总股本的0.45%。
北京商报讯 （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王菲）

其余股东在本次减持完成后，将不再持有英搏
尔的股份，即清仓减持。
通过查阅公告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
此次拟减持股份的8名股东中，有4名为英搏尔
持股数量排名前十的股东，分别是刘安国、领先
互联、阮斌和成固平，其中刘安国为英搏尔的第
五大股东。
根据公告，上述8名股东拟减持原因均系自
身资金需求，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其他
合法的方式进行减持。另外，本次拟减持的股
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
股份。截至8月11日，英搏尔的最新收盘价为
36.83元/ 股。若以此次收盘价计算，此次8名股
东拟减持股份折合市值达2.37亿元。
在此次公司股东密集减持背后，是英搏尔
持续疲软的经营业绩。财务数据显示，英搏尔在
2019年以及2020年一季度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3.18亿元、4590万元；当期对应实现的归属净
利润分别为-7934万元、-470万元。
对于公司2019年经营业绩亏损的原因，英
搏尔解释称，主要系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竞争日
趋激烈，加上国家补贴政策在近两年将全面退
坡，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英搏尔还表示，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公司报告
期内销售收入同比下降，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
有较大幅度减少，且计入报告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较去年同期增加，故经营业绩再一次亏损。
据英搏尔此前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显示，公司上半年预计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
损 约 为 500万 -1000万 元 ， 去 年 同 期 亏 损
3314.42万元。
针对多名股东拟扎堆减持的相关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致电英搏尔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
不过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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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涨停股数量看A股的市场情绪
周科竞
A股的涨停板数量最能代表市

股跟随股指下跌， 投资者认为在调

场投资者的交易情绪， 近期通常数

整结束之后，他还可以快速解套，即

量都在50-100只左右， 说明市场投

投资者不愿意因为可能出现的调整

资者的交投情绪依然高涨， 但当涨

而放弃当前的投机机会。

停股数量大幅萎缩的时候， 可能就
需要规避相关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 投资者相信任
何情况下， 优质的个股都能给投资

8月11日股指突然尾盘回调，但

者带来投资回报。事实上，公募基金

是涨幅超过9.9%的股票数量仍有53

也是在任何时候都持有股票， 股票

只， 扣除新上市股票及科创板一只

型基金的持股仓位一般都不会低于

涨幅13%的股票外，仍然有50只股票

60%。这就是说，即使是股市调整，也

涨幅超过9.9%。投资者可以发现，虽

只是大多数股票的调整， 好股票仍

然股指出现调整， 但是投资者的交

然具有投资价值， 而当市场资金追

投热情仍然处于尚可的状态。

逐少量的优质股票时， 也能促进这

为什么说涨停板数量是一个很

些股票的涨停。所以说，投资者在股

重要的指标？ 因为这反映出投资者

市存在调整要求的前提下， 也不会

买入股票的积极性， 涨停板数量越

放弃持有优质股票。

多，说明投资者的投机性越强，表明

因此， 投资者的情绪与指数的

市场交投热络， 此时不管指数的涨

走势并不完全统一， 有些喜欢追逐

跌如何， 投资者愿意追逐高利润的

涨停的投资者，全年时刻是满仓，每

情绪还是很高的。 即此时不少投资

天都是100%的换手率， 一直更换追

者并不在意指数的涨跌， 他们更愿

逐涨停股。 不过能够通过这样操作

意关注个股的走势。

获利的投资者毕竟是少数， 本栏并

A股曾有过多次千股涨停的时

不推崇， 对于大部分短线满仓投机

候，多数爆发在大盘底部，即牛市初

涨停股的投资者而言， 更多的是支

期， 说明当时投资者的做多情绪基

付了巨大的券商佣金和印花税，最

本达到了沸点。 而在近期，A股涨停

终的收益结果一般不会特别理想。

板数量经常超过百只， 也足以说明
市场投资者交易情绪的高涨。
投资者愿意炒作个股， 有两个

对于投资者而言，经常关注涨停
板个股的数量，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
判断投资者的交易情绪，如果涨停板

原因。 第一个是并不担心长期股市

数量大幅萎缩，投资者就要担心未来

走势， 假如投资者看好未来的长期

调整时间会更长一些；如果涨停板数

慢牛走势， 虽然也认可短期可能有

量仍能保持在50只以上，那么调整结

调整出现， 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因此

束的概率就会加大。与此同时，再配

空仓观望， 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风

合每天成交量的变化，当成交量持续

险进行个股的炒作， 以追逐超额利

放大，而且涨停板数量也大幅增长的

润。如果股指真的出现调整，他们持

时候，可能说明投资者的情绪又达到

有的个股可能不会出现较大幅度下

了新的高点，那么后市值得看好，反

跌，甚至还有可能逆势上涨；就算个

之，则要小心投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