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9.21

北京商报

上市公司

6

编辑 吕银玲 美编 贾丛丛 责校 杨志强 电话：64101949 bbtzbs@163.com

跌停风暴来袭 暴风集团A股退场倒计时
2015年，凭借互联网概念，暴风集团（300431）狂拉37个涨停板的盛
况还历历在目。但五年后的今天，暴风集团已和乐视网一样，走到了退市

2015年3月24日

2016年6月

暴风科技更名为暴风集团，当年提出了N421战略

的地步。按照规定，暴风集团自9月21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这也意味着
前身暴风科技在创

暴风集团A股退场进入倒计时。从一家明星企业到退市股，用“只有潮水

业板上市， 同年提

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这句话形容暴风集团再恰当不过。而创业板注册

出 全 球 DT 大 娱 乐

制下，壳股、垃圾股价值进一步被挤压，于在创业板翻身无望的暴风集团

2018年

报告期内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逾10亿元

2017年

战略的布局

战略升级为“
AI+2块屏”

而言，进入退市整理期后，或将面临一场跌停风暴。

2020年7月1日

2020年7月7日

深交所送达暴风集团7月8日
起股票暂停上市决定

股票停牌，因无法在2020年6月
30日前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

进入退市整理期

进入退市整理期

暴风集团A股谢幕进入倒计时阶段。
据暴风集团的公告显示，公司股票进入
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0年9月21日，
退市整理期首日的开盘参考价为1.48元/ 股，
退市整理期为30个交易日。根据相关规定，退
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
整理期。暴风集团若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
请股票全天停牌，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5个交
易日。不考虑其他因素，暴风集团预计最后交
易日期为2020年11月9日。
为何会退市？因暴风集团在法定披露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披露2019年年度报
告，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8日起暂停上市。暴
风集团在股票被暂停上市后的一个月内未能
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触及深交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4.1条第
（九）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8月28日，
深交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盘和林教授看来，暴风集团的退市，从
整个市场看是一种正常的市场淘汰行为。
退市定局下，暴风集团何去何从？
“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股份转让。公司将尽快聘请股份转让
服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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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以确保公司

2020年9月21日
2020年8月28日

暴风集团A股上市后相关情况一览

音”系列软件为视频用户提供免费使用为主
的综合视频服务、为商业客户提供互联网广
告信息等服务。成立不久后，暴风科技就开始
搭建VIE架构计划赴美上市。但最终，暴风科
技选择拆除VIE在创业板上市。
2015年3月，暴风科技如愿登陆创业板，
每股的发行价为7.14元。在互联网概念加持
下，暴风科技上市即高光，其上市后开启连续
涨停模式。据东方财富统计，暴风科技在上市
首日至2015年5月21日的40个交易日里，狂
拉37个涨停板，这也创造A股涨停纪录。2015
年5月21日，暴风科技盘中股价一度涨至
327.01元/ 股，市值也一度突破400亿元。
但暴风科技的股价狂欢并没有持续太
久。据报道，随后央视新闻点名暴风科技编题
材讲故事，证监会开始重点打击操纵市场行
400亿市值成一地鸡毛
为。之后，暴风科技股价进入下行通道。
从昔日的影音霸主到如今的退市股，暴
2016年6月，暴风科技更名为暴风集团。
风集团的结局令人唏嘘。暴风集团缔造的400
伴随着创始人冯鑫被捕、主业停顿、发不
亿元市值神话，如今也成了一地鸡毛。
出年报等利空消息，暴风集团的股价更是“跌
2007年，彼时暴风科技（暴风集团前身） 跌不休”。截至9月20日，暴风集团股价为1.48
成立。当时暴风科技的业务是通过“暴风影 元/ 股，市值仅剩下不足5亿元。
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届满后45
个交易日内可以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股份转让。”暴风集团如是表示。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退市股进入全
国股转系统进行挂牌转让要按照场外交易制
度，对流动性会有所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
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第
二条的相关规定，深交所创业板不接受公司
股票重新上市的申请，因此公司股票退市后，
将不能在创业板重新上市。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暴风集团证券部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
有人接听。

深交所决定暴风集团终止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暴风集团也是创业板注
册制下首个进入退市整理期的个股。根据《关
于创业板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期股票交
易制度安排的通知》，暴风集团股票在退市整
理期间，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随着退市制
度的完善、注册制的实施，质地较差的公司、
壳公司的价值再度承压。千山药机在退市整
理期，连续29个跌停足以说明一切。就当下情
况，暴风集团“翻身”很难，因此在进入退市整
理期后，暴风集团恐也会面临连续跌停模式。
截至2019年9月30日，暴风集团股东还有
6.35万户。
激进扩张之殇

从资本新贵到市场弃婴，暴风集团仅用
了五年的时间。暴风集团走到今天这般田地，
主要缘于激进扩张。
上市当年，暴风集团提出全球DT大娱乐
战略的布局。围绕这一战略布局，暴风集团推
出暴风魔镜和暴风超体电视，上线暴风秀场，

并购稻草熊影业、立动科技和甘普科技，建立
DT大数据中心，联手海洋音乐构建流量联
邦，联手天象互动打造手游发行平台，以及孵
化暴风云视频、暴风加油站、暴风私影、云朵
TV助手、暴风文化等项目。
2016年，暴风集团又提出了N421战略，
即布局四块屏幕，打造两个内容中心，以及N
个商业变现模块。2016年暴风集团整体收入
增长153%，达到16.5亿元。暴风集团亦表示，
N421业务模块2016年开花结果，其中暴风
TV2016年收入9.3亿元，同比增长644%。基
于魔镜的VR营销，在开展业务的第一年就取
得了1600万元的收入。
此后，暴风集团亦有更高的目标，即2017
年业务收入构成更加多元化，增加更多的高利
润率业务。2017年9月，暴风集团战略进行升级
和聚焦，由“N421战略”升级为“AI+2块屏”，以
用户平台为基础，从“DT”升级到“AI”，核心业
务聚焦TV和VR两个新视频入口。产品则围绕
“升级”开展，从视频、电视、VR三个业务推动
行业升级，持续创造娱乐新体验。
盘子越来越大，风险指数也在加剧。进入
2018年，暴风集团业绩就巨亏逾10亿元。暴风
集团给出的理由为“互联网电视业务处于业务
快速拓展期，为积累用户、抢占市场份额，营销
推广力度加大，成本费用增加；另外为公允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计提了相应资产减值损失”。
自2019年以来，暴风集团的负面消息更
是接连不断。
盘和林称，暴风集团又称小乐视网，两家
企业路径类似，都是以烧钱模式切入竞争激
烈的行业布局。“烧钱的前提，是经营收入早
日覆盖变动成本。暴风集团和乐视网一样，它
们烧钱之后，没有找到盈利的出口，内部人员
逐渐在高泡沫股价中迷失，想要借市场泡沫
兑现而日渐无心经营。企业核心目标也从经
营转向金融，最终变为彻底的金融游戏。”盘
和林如是说。
正如冯鑫说的，“ 上市以后，自己膨胀
了”。诚然，冯鑫需要为暴风集团的资本败局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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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纬新材发行规模不足10亿 申万创新投跟投5% 国金、国联证券利好前涨停太蹊跷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近期，
科创板上市企业上纬新材（688585）“地板
价”发行一事在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9月
20日晚间，上纬新材对外披露了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跟市场之前所
预期的一样，由于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创新投”）跟投比
例为5%，获配股数216万股。
上纬新材披露的公告显示，公司此次发
行价格为2.49元/ 股，发行总股数4320万股，
发行总规模1.08亿元。根据《业务指引》的规
定，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申万创新投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
规模的5%，申万创新投已足额缴纳战略配
售认购资金2646万元。另外，上纬新材网上
中签结果显示，中签号码共有24624个，每个
中签号码可以认购500股股票。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

据了解，券商投行报告给出的上纬新材
发行价下限为11.24元/ 股，但最终敲定的发
行价却为2.49元/ 股，仅为11.24元/ 股的
22.15%，相当于打了2.2折。按照该发行价
格，上纬新材的发行市值只有10.04亿元，刚
刚超过“发行市值不低于10亿元”的上市标
准。经计算，若上纬新材的发行价格再低1分
钱，公司就将成为首只因达不到标准而被市
场拒绝上市的公司。
著名投行人士王骥跃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上纬新材交易一段时
间后，稳定在20亿元的市值问题不大。
上纬新材“地板价”发行的同时也引发了
市场对于询价机构抱团压价的争议。根据公
司披露的发行公告，包括兴全基金、华宝基金
等399家机构管理的6903个配售对象报价统
一为2.49元，占全部申报机构的超九成。
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也与目前的询价申

报剔除规则不无关系，需要剔除拟申购总量
中最高报价10%的申购量，这也意味着上述
机构若给出多1分钱的报价，将会直接丧失
配售资格。据相关媒体报道，上交所已经关
注到上纬新材询价阶段出现异常报价的情
况，正与有关部门一起对此独立事件了解相
关情况，一旦发现确有违法违规行为，将坚
决依法进行处罚。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致电上纬新材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
过未有人接听。
王骥跃对此表示，建议修改相关规则，诸
如将“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最高报价10%申购
量”的规定修改为“将高于或低于全部报价中
位数与加权平均数孰低值50%的价格所对应
的申购全部剔除”“。这种调整，并不影响整体
上的价格形成机制，但可以减少买方报价时
串通的动机，从而拉大询价机构的有效报价
区间，更充分体现市场博弈。”王骥跃如是说。

之江生物科创板大考在即 曾冲击主板未果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冲击上
交所主板失败之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江生物”）在今年6月
开始转战科创板，欲再度进军资本市场。如
今排队逾3个月，之江生物将在9月24日迎来
上会大考，届时公司能否通过上市委的审
核，答案也将揭晓。
据了解，科创板上市委定于9月24日召
开2020年第79次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审核
之江生物的首发事项。招股书显示，之江生
物专注于分子诊断试剂及仪器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目前国内分子诊断试剂领域
的主要企业之一。之江生物2019年净利润较
2018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
但今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之江生
物生产的新冠检测试剂相关产品销量大增，
这也令公司中报业绩表现颇为亮眼。而随着

国内疫情缓解以及国内新冠检测试剂生产
企业的增多，之江生物未来业绩高增长的持
续性遭到监管层的关注。
具体来看，2020年上半年之江生物未经
审计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8.19亿元，对应实
现归属净利润约为4.28亿元，而在去年同期
上述数值分别为1.31亿元、3147.64万元。
对于公司上半年业绩的大幅增长，之江
生物坦言，作为首批获得新冠检测试剂注册
证的企业，新冠检测试剂相关产品的销售是
公司2020年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在上交所下发的审核问询函中，就要求
之江生物补充说明公司未来业绩高增长的持
续性。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之江
生物方面进行采访，但电话未有人接听。
另外，根据之江生物招股书，公司预计
今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2.21亿元，对

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6.21亿元，仍处于同
比大幅增长态势。
实际上，此次并非之江生物首次冲击资
本市场，早在2017年3月公司就开始筹备上市
工作，之后在当年11月公司IPO招股书获得证
监会受理，彼时公司欲登陆上交所主板，但在
2019年1月公司撤回申报材料，IPO终止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次IPO过程中，之江
生物存在个人账户支付工资等费用、未披露
控股股东等关联方与公司发生资金往来等
问题，由此公司曾在2019年遭到证监会出具
警示函监管措施。
此番二度进军资本市场，之江生物拟募
资13.56亿元，用于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线升
级项目、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营销与服务网络升级项目、产品研发项目以
及补充流动资金。

周科竞
9月18日午后， 国金证券突然放量涨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先知先觉的资金完全

停，带动大金融集体上扬，随后国联证券也

是在挑战监管权威， 更是对资本市场法律

封上涨停。而在9月19日，有消息称国联证

法规的蔑视。

券或合并国金证券。9月20日晚间， 两家公

违规者究竟损害了谁的利益？ 本栏认

司双双发布公告证实合并事项， 公司股票

为是两部分人， 一是在内幕信息被公开之

也将从9月21日起停牌。前有王府井股价暴

前因不知道 信 息 而 卖 出原 本 持 股 的 投 资

涨让吴某某暴赚，现如今国金证券、国联证

者。 假如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在涨停的时

券股价异动的背后是否也有着“吴某某”提

候， 有投资者认为它俩本身的估值并不便

前获取消息精准伏击以获取暴利呢？

宜，而且突发涨停，认为现在正是逢高卖出

券商股里， 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并不

的好时机， 显然他们的卖出操作是不划算

属于龙头券商，估值也不是最便宜，技术图

的， 如果信息能够公平且及时被上市公司

形上也不是最好看，但是它俩却能在9月18

公告，那么这些投资者要么不会卖出持股，

日午后以龙头股的身份先后涨停， 是简单

要么会在更高的价格卖出持股， 所以他们

的巧合还是有资金有目的性地布局？此外，

是一类受害群体。

9月19日下午，一份疑似国联证券拟合并国

另一类人是高价接盘的投资者， 未来

金证券并即将停牌的公告部分截图在市场

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股价如果大幅上涨，

中流传，如果为真实的，是不是已经构成了

自然会有投资者高价追涨， 因为有大资金

信披违规，甚至有内幕交易的嫌疑？

已经提前布局， 所以股价的涨幅大概率将

东方财富交易行情显示， 券商信托板

会超过理性的上涨空间， 而高价追涨的投

块中共计有46只个股，9月18日券商信托板

资者将会多付出很多价值来购买这两家公

块的最终涨幅是5.38%，位居当日沪深两市

司的股票。 如果内幕信息能够公平且及时

板块涨跌幅前列。具体来看，当日板块中涨

公布，那么他们将能面对更多的理性抛盘，

停的个股共有4只，分别是国联证券、浙商

股价的涨幅将会受到一定限制， 他们的买

证券、国金证券、哈高科，其中，股价最先出

入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现异动并且封上涨停板的是国金证券，而

不患寡，患不均。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

后是国联证券， 最后是浙商证券和哈高科

合并，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是增加了股东价

在它们的带动下，股价才被推上了涨停板。

值，但是这部分增加的股东价值，原本应该

而且，也正是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的涨停，

由全体股东共享， 但是因为内幕信息可能

带动了券商股的做多热情。

被提前泄露， 导致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拿走

如果没有这突如其来的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这样的市场行为并无异常，但现如今

了很多的新增价值， 这就损害了其他股东
的权益。

的问题是，为何偏偏这么巧，两只股票毫无

目前股民对两家公司股票可能涉嫌内

征兆地率先涨停， 而后就突然宣布重大利

幕交易的质疑声十分高， 两家公司要想说

好要停牌？

服广大股民，肯定得下大力气，如果拿不出

股民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太多的股民
质疑这样的走势背后有着内幕交易嫌疑，

确凿的自证清白的证据， 可能会让广大股
民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