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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下新股首日：康泰医学涨幅夺冠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QFII开两融账户
将增加价值投资比重

周科竞

QFII作为外资投资A股市场的
重要渠道， 一直受到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 它们的价值投资理念也在不
断影响着A股的投资者，现在它们又
在开通融资融券账户， 除了带来能
壮大QFII的购买力以外， 还将直接
提升A股市场价值投资份额的比重。

提到QFII， 就不得不提QFII额
度， 虽然说很久没有出现QFII额度
不够用的情况，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
是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出现分流了一
部分外资投资A股的资金，但是QFII
的优势依然明显， 因为它们能够购
买的标的范围要相对更广一些。

QFII开两融户其中或许有两
点解读，一是它们将能加杠杆投资
A股， 二是它们也将有能力融券卖
出科创板股票， 这两点都将推动A
股市场的进一步成熟，投资者也需
要适应相关的变化。

QFII开两融户的直接影响就是
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对A股投资者
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价值投资理念
的传播。价值投资资金越多，价值投
资股票的涨幅也就越大， 此时就会
有更多的投资者买入并持有价值投
资股。 而投机性股票由于缺乏资金
的关注，流动性就会下降，也就会越
来越缺少资金关注， 最后的结果就
是股市进入价值投资为主导的市
场，垃圾股股价越来越低，而且还会
出现流动性缺失的情况。

当然，两融账户还可以在科创
板做空科创板股票。 对于A股投资
者来说，做空股票是一个很另类的
投资方式， 倒是对于外资来说，做
空股票属于普通操作，所以它们的

两融账户还有可能会参与科创板
的股票做空，这种融券做空交易虽
然A股投资者并不熟悉， 但是如果
投资者能够发现哪只科创板个股
股价高估， 然后进行做空获利，也
是可行的选择。

此外，融资业务加上股指期货
或者股票期权，还能实现在加码做
多个股的同时规避系统性风险的
效果，QFII的投资组合操作也会让
A股投资者学习到很多东西。 事实
上， 融资融券业务与股指期货、股
票期权一样， 也是一种金融衍生
品， 而A股投资者在金融衍生品方
面较成熟股市投资者明显不足，很
值得向QFII投资者学习。

当然，QFII由于单体资金量相
对较大，一旦出现爆雷风险，可能
会出现股价过度下跌，如果再加上
融资账户爆仓，对市场的打击也会
相应更大， 其中的风险也需要防
范，券商不可为了争夺客户忽视风
险的存在。

只要是金融衍生品， 就有可能
发生超出投资者本金的风险。 例如
不久前的仁东控股， 按照融资业务
的规定，投资者超出本金的损失券商
也是可以追偿的， 但是对于QFII投
资者来说，它们通过外资机构买入A
股股票， 一旦发生超出本金的风险，
有可能会出现国内券商难以追偿的
可能，这一点券商也要加以重视。

本栏建议投资者，未来可以重
视QFII投资者的持仓报告，从中学
习先进的交易经验，从而提高自己
的交易水平，这样才能适应成熟股
市的交易逻辑。

北京商报2020.12.30

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被否“股改钉子户”S佳通添堵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代侠）“股

改钉子户”S佳通（600182）又遇到了麻烦。12月

29日S佳通发布公告称，在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

案被股东大会否决。

公告显示，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

2020年12月28日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股东和

代理人共有156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约

为5879.71万股。股东对此次议案的投票表决情

况为，支持票约1942.52万股，占投票比例的

33.03%；反对票数约3835.44万股，占投票比例的

65.23%；弃权票约101.76万股，占投票比例的

1.73%。此次议案在股东大会上没有通过。

此次议案涉及降低S佳通及其控股子公司福

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佳通”）与

关联方在采购商品、销售商品等方面发生持续性

关联交易的情况。主要内容包括公司拟从2021年

开始，海外采购由原本通过关联方采购逐步向从

委托佳通轮胎全球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提供有偿

采购服务过渡；国内采购由原本通过关联方采购

逐步改由福建佳通从第三方直接采购。

实际上，此次议案已经是第二次被S佳通股

东大会否决了，第一次是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上。据公司2020年6月30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在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中有6项议案曾被否决，其

中包括罢免4位董事、独立董事的四项议案以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和关于聘请具有证

券资格的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佳通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2014-2018年的关联交易进行专项审

计的临时议案。

值得注意的是，S佳通是A股市场内唯一一

家仍未完成股改的个股，是名副其实的“股改钉

子户”。实际上，S佳通曾历经三次股改，均以失败

告终。早在2016年4月、2017年7月，S佳通曾筹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重大事项，但都因方案被

否导致股改失败。

2020年6月，S佳通拟筹划第三次股改。因公

司控股股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拟筹

划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重大事项，公司股票

曾于6月12日紧急停牌一天。经历了前两次的股

改失败，广大股民对此次股改抱有很大期待，期

望S佳通可以被顺利“拔钉”。但在7月9日，S佳通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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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定终止本次股改筹划。

据2020年半年报，S佳通的主营业务为汽车

轮胎的生产和销售，属于橡胶制品行业。公司的产

品涵盖半钢子午线轮胎和全钢子午线轮胎。据

2020年三季报，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

为19.71亿元，同比下滑14.14%；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约为4842.09万元，同比下滑35.7%。

针对议案被否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计划

等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S佳通董秘办公

室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无人接听。

注册制下，科创板、创业板新股上市首日的股价表现颇具看点。经Wind统计，创业板注册制下的首批上市新股中，康泰医学（300869）以

1061%的涨幅位居榜首，公司当日的表现足以被载入史册，尾盘一度飙涨近3000%。紧随其后的是科创板新股国盾量子，首日涨幅也高达

923.91%。另外，卡倍亿、爱博医疗等144股也在上市首日股价实现翻倍。相比之下，瑞联新材首日涨幅则处于垫底位置，仅收涨11.84%。

康泰医学涨超10倍

康泰医学上市首日的股价表现曾惊呆

众人。

今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24只

新股亮相A股，其中康泰医学赚足了市场眼

球，在大量资金的推动下，公司股价迅速拉

高，尾盘一度涨近3000%，惊艳市场，当日最

终大幅收涨1061%，收于118元/股。

经Wind统计，康泰医学上市首日的股价

涨幅位居2020级新股第一。

资料显示，康泰医学是一家专业从事医

疗诊断、监护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产品涵盖血氧类、心电类、超

声类、监护类、血压类等多个大类。在今年前

三季度康泰医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1.1亿元，

同比上涨350.59%；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5.15亿元，同比大涨1208.92%。

截至12月25日收盘，康泰医学最新股价

125.32元/ 股，总市值503.5亿元。针对相关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康泰医学董秘办公室

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紧随康泰医学之后，国盾量子上市首日

的股价涨幅也颇为吸睛，当日大幅收涨

924%。据了解，国盾量子今年7月9日登陆科

创板，公司主要从事量子通信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上市首日大涨924%之后，国盾量子股价

在7月15日盘中又创下了496元/股的新高，但

之后公司股价便进入了下行通道，9月9日盘

中跌到了205.3元/股的低点。截至12月25日

收盘，国盾量子股价有所回升，最新股价230

元/股，总市值184亿元。

纵观国盾量子近年来的股价表现并不

理想，在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58亿

元，同比微降2.58%；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

约为4931万元，同比下跌31.98%。进入2020

年，国盾量子开始进入亏损状态，其中在今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627万元，同

比下降11.25%；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2268万元。

146股股价翻倍

经Wind统计，截至12月25日，除了康泰

医学、国盾量子之外，还有144只新股在上市

首日股价实现翻倍。

具体来看，2020级新股中还有东方生物、

欧陆通、阿拉丁、蓝特光学、恒玄科技等144股

上市首日股价涨幅超100%，其中排在康泰医

学、国盾量子之后的是卡倍亿，当日上市涨幅

为743%。据了解，卡倍亿也是创业板注册制

下首批上市新股之一，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

线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常

规线缆、铝线缆、对绞线缆、屏蔽线缆、新能源

线缆等多种汽车线缆产品。

此外，国内知名液晶显示面板制造商龙

腾光电上市首日股价也翻了7倍，公司涨幅

达707%。资料显示，龙腾光电8月17日登陆

科创板，主要从事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笔

记本电脑、手机、车载和工控显示系统等显

示终端产品。

迦南智能、爱博医疗、天智航、东方生物、

大叶股份、上纬新材、惠云钛业7股上市首日

涨幅则在500%-700%之间，其中上纬新材于

9月28日登陆科创板，彼时公司“地板价”发行

一事受到了市场的极大关注。Wind显示，上

纬新材的发行价仅为2.49元/股，按照该发行

价格，上纬新材发行市值只有10.04亿元，刚

刚超过“发行市值不低于10亿元”的上市标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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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乳品、云涌科技、铜牛信息等5股上

市首日涨幅则在400%-500%之间，华业香

料、龙利得、映瀚通、芯朋微等18股上市首日

涨幅在300%-400%之间。剩余凌志软件、神

工股份、固德威等112股上市首日涨幅则均在

100%-300%之间。

在上述全部146股中，赛科希德、云涌科

技、慧辰资讯等个股股价回撤幅度较大，其中

以赛科希德来看，在上市首日8月6日-12月

25日这96个交易日，公司区间累计跌幅已达

68.87%。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寰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注册制下，新股发行已经呈现常

态化，未来将呈现强者恒强的市场格局，投资

者在投资时也要擦亮双眼。投融资专家许小

恒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表示，A股价值投资

之风已经盛行，投资者要紧跟公司基本面，谨

防盲目炒作风险。

瑞联新材仅收涨12%

瑞联新材上市首日的市场表现则在2020

级新股中处于垫底位置，当日仅收涨11.84%。

资料显示，瑞联新材于今年9月2日登陆

科创板，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专用

有机新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OLED材料、单体液晶、创新药中间体，用于

OLED终端材料、混合液晶、原料药的生产，产

品 的 终 端 应 用 领 域 包 括OLED显 示 、

TFT-LCD显示和医药制剂。

值得一提的是，瑞联新材除了上市首日

股价表现不理想之外，更是出现了上市第6个

交易日盘中股价破发的尴尬，被投资者称为

最惨新股。

经东方财富数据统计，在9月2日-12月

25日这77个交易日区间，瑞联新材累计跌幅

已达42.56%，并且公司还在12月24日盘中创

下了83.5元/股的新低，截至12月25日收盘，

公司股价为84.43元/股，总市值为59.25亿元。

另外，科创板新股凯赛生物上市首日的

股价表现也不理想，公司于8月12日登陆A

股，首日涨幅仅17.65%。同瑞联新材一样，上

市后公司股价便开始不断下挫，截至12月25

日收盘，凯赛生物股价为85.58元/股，总市值

为356.6亿元。

宏力达、福昕软件、悦康药业上市首日

的股价涨幅则在20%-30%之间，其中宏力

达的股价下挫明显。经统计，从上市首日10

月15日-12月25日这52个交易日，公司区间

累计跌幅达33.32%，并且在12月25日盘中创

下了77.15元/股的新低。

福昕软件的上市之旅受市场关注度比较

高。据了解，福昕软件系“福昕PDF阅读器”母

公司，是我国办公软件龙头，成立于2001年，

公司主营业务为在全球范围内向各行各业的

机构及个人提供PDF电子文档软件产品及服

务。截至12月25日收盘，福昕软件股价245.92

元/股，总市值118.4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上交所落锤 *ST刚泰“破面”退市定了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在A股市场走过

27个年头的*ST刚泰（600687），如今沦落到退市
的境地。12月29日晚间，*ST刚泰发布公告称，因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面值，上交所

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这意味着破面

退市再添一例。根据相关规定，2021年1月7日

*ST刚泰将进入退市整理期，*ST刚泰告别A股
进入倒计时阶段。

从公开信息来看，今年以来*ST刚泰负面消
息接连不断。多重利空下，*ST刚泰的股价也不
断走低。

2020年11月24日-12月21日期间，*ST刚泰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收

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上述情形属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3.1条规定的股

票终止上市情形。*ST刚泰股票自12月22日开市
起停牌，等待交易所的宣判。

12月29日晚间，上交所作出最终判决。上交

所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条、第14.3.8条和第14.3.16条的规定，经上交

所上市委员会审核，决定终止*ST刚泰股票上市。
根据安排，*ST刚泰自上交所公告对公司股

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后的5个交易日届满

的下一个交易日（2021年1月7日）起，公司股票进

入退市整理期。

在退市整理期间，*ST刚泰每日涨跌幅限制
为10%。若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ST刚泰预计最
后交易日期为2021年2月24日。

截至今年9月30日，*ST刚泰股东人数有2.62
万户。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称，退市整理期是为

退市公司投资者在公司股票摘牌前提供的最后

交易机会，目的是释放风险。

在A股退市之后，*ST刚泰将转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ST刚泰在披
露的公告中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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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市已成定局，不过摆在*ST刚泰面前的还
有诸多事项待解决。据*ST刚泰公告，公司存在
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违规借款及担

保事项共计16笔，涉及金额约42亿元。截至2020

年12月11日，*ST刚泰仍存在尚未解决的违规担
保余额20.45亿元。

12月22日，*ST刚泰收到上交所下发的监管工
作函。其中上交所要求*ST刚泰、刚泰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应该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高度重视违规担保的化

解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于2020年年报

披露前予以化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公司解决违规担保等相关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致电*ST刚泰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
人接听。

年终策划

康泰医学
1061%收盘价125.32元/股总市值503.53亿元

国盾量子
924%收盘价230元/股总市值184亿元

卡倍亿
743%收盘价111.37元/股总市值61.51亿元

龙腾光电
707%收盘价8.27元/股总市值275.67亿元

迦南智能
693%收盘价36.7元/股总市值48.94亿元

2020级新股上市首日涨幅前五名 <<（截至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