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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本周解禁市值超600亿
科沃斯
3.8

A股市场又将迎来一波限售股解禁小高潮。据Wind数据统计，5月24日-28日这一周，

解禁数量：

亿股

A股将有47只个股的部分限售股陆续解禁。以最新收盘价粗略计算，这47股合计解禁市

解禁市值：608.79亿元

值逾1110亿元。其中有着A股“扫地机器人第一股”之称的科沃斯（603486）解禁市值最

解禁股份类型：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所属Wind行业：可选消费

高，超600亿元，占单周解禁总市值的比例超过50%。另外，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与当
前流通股相比，科沃斯、佰奥智能、汉嘉设计、威奥股份、北京君正、龙磁科技6股解禁后流

解禁日期

5月28日

通盘将增超一倍。

大的一天。北京商报记者经Wind数据统计，5
月24日是周内单日解禁公司数量的高峰日，
47股限售股将解禁
当日有20家公司的限售股解禁，占比约
据Wind数据统计，5月24日-28日期间， 42.55%。5月25日-28日，单日解禁公司的数
A股47只股票合计解禁的股份数量约33.81 量分别为5家、6家、7家、9家。
亿股。
单只个股来看，汉嘉设计、威奥股份、日
科沃斯解禁市值最高
月股份、北京君正等11只股票的解禁数量在1
亿股以上，占单周解禁股数量的比例约
若以最新收盘价计算，上述47只股票解
23.4%。其中郑州银行解禁的股份数量约5.43 禁市值约1110.23亿元。
亿股，是单周解禁股份数量最多的个股。
经Wind数据统计，47只解禁股中，有31
从解禁类型看，主要包括首发原股东限 股的解禁市值超亿元，威奥股份、三人行、长
售股份、首发一般股份、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盈精密、郑州银行、百润股份等14股的解禁市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值则超10亿元。
五种类型。
北京商报记者对上述47股个股解禁市值
按照解禁股份类型划分，5月24日-28日 进行排名后发现，科沃斯的解禁市值居首位。
这一周，47只股票中有24股的解禁股份类型
Wind数据显示，5月28日，科沃斯共有约
属于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占比约51.06%， 3.8亿股限售股上市流通，解禁股份的类型为
包括诚志股份、中环环保、通富微电、百润股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以科沃斯5月21日160
份等个股。梦洁股份、工业富联、海利尔等9股 元/ 股的收盘价计算，科沃斯此次限售股解禁
的股份解禁类型为股权激励限售股份，三人 折合市值约608.79亿元。经北京商报记者计
行、佰奥智能、欣锐科技等8股的解禁股份类 算，科沃斯限售股解禁的市值占单周47股合
型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仲景食品、中控技 计解禁市值的比例约54.38%。
术、瑞丰新材等个股的解禁类型则包括首发
科沃斯披露的公告显示，此次上市流通
一般股份、首发机构配售股份两种。
的限售股共涉及4名股东，分别为苏州创领智
单日来看，5月24日是单周内解禁压力最 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创袖投资中心（有

市值管理、
伪市值管理成为了近期资本市场的高频词汇。经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近一年以来已有362股（剔除
暂停上市股、2021年新上市个股）市值实现翻倍，
包括阳光电源、天山铝业、万泰生物等。
具体来看，近一年市值翻倍个股分为两类，一
类是在2020年5月21日之前上市个股，有科沃斯、
士兰微等337股市值翻倍；另外一类是在2020年
5月22日-12月31日之间上市个股，有立昂微、康
华生物等25股较公司上市日市值翻倍，合计共
362股。
在上述市值翻倍个股中，283股2020年净利
处于上涨状态，但剩余北汽蓝谷、创世纪等79股
业绩缺底气，2020年净利均处于同比下滑状态，
占全部362股的21.82%。
北汽蓝谷、创世纪、小康股份、*ST中孚等10
股2020年净利下滑较大，均超1000%，其中北汽
蓝谷下滑幅度居首。资料显示，北汽蓝谷主营纯
电动新能源乘用车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2020年公司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作
为全球新能源园林机械行业的领头羊，格力博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博”）要冲
击A股了。根据深交所官网显示，深交所目前已
受理格力博的创业板IPO申请。纵观格力博的招
股书，公司存在客户集中度较高的情形，且客户
集中度逐年升高。前五大客户中，格力博对第一
大客户Lowe’s的依赖尤为严重，公司过半营收
由Lowe’s贡献。
纵观格力博招股书，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格力
博 客 户集 中 度 较 高 ， 且 呈 逐 年 上 升 趋 势 。
2018-2020年，格力博前五大客户实现的销售收
入为22.81亿元、27.58亿元和33.26亿元；报告期
内，格力博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73.31%、74.04%和77.51%。根据以
上数据可以看出，格力博的客户集中度逐年上升。
资深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认为，公司客户

解禁市值：41.86亿元

北京君正
1.85

日月股份
1.37

解禁数量：

亿股

解禁市值：114.46亿元

亿股

解禁市值：34.65亿元

解禁股份类型：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解禁股份类型：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所属Wind行业：信息技术

所属Wind行业：工业

诚志股份
4.19

解禁日期

5月24日

解禁数量：

亿股

解禁市值：53.88亿元
解禁股份类型：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所属Wind行业：材料

5月24日-28日解禁市值前五名的个股情况
限合伙）、EVERGROUPCORPORATION
除了科沃斯外，北京君正的解禁压力同
LIMITED、SKYSURELIMITED。
样不小。Wind显示，北京君正5月24日将有
据了解，科沃斯的主营业务是各类家庭 1.85亿股限售股迎来解禁，对应的解禁市值约
服务机器人、清洁类小家电等智能家用设备 114.46亿元。
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限
售股解禁后，科沃斯的上述股东是否有减持
8股解禁比例超30%
计划？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科沃斯董秘办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相较于解禁市
公室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64.82亿元，同比大幅下降7145.36%。纵观北汽
蓝谷近年来业绩表现，公司已在2015-2020年连
续六年扣非后归属净利润为负值。
交易行情显示，自今年4月，北汽蓝谷股价迎
来一波暴涨，在4月1日-5月21日这33个交易日，
公司区间累计涨幅达123.29%。针对相关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致电北汽蓝谷方面进行采访，不过对
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净利下滑幅度超5000%的还有创世纪，公司
2020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6.95亿元，同比下滑
5626.81%。小康股份、黄河旋风、*ST中孚、ST海马
等8股2020年净利下滑幅度则在1000%-5000%
之间，其中小康股份2020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
为-17.29亿元，同比下降2690.7%。
需要指出的是，小康股份也已连续三年实现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为负值，2018-2020年实现扣
非后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63亿元、-8.84亿
元、-23.08亿元。
净利下滑幅度在100%-1000%之间的则有
探路者、锦江酒店、东方盛虹、德方纳米等11股，

剩余58股2020年净利下滑幅度则均在100%以
下，其中至正股份、华凯创意、乐通股份等个股净
利下滑幅度较小，均不足5%。
另外，在上述79股中，还有不少ST股，包括
中孚、ST海马、*ST平能、*ST基础、ST罗
*ST
顿等。
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公司股价、市值还是要以公司基本面为
支撑，投资者要谨防概念股炒作，切勿追高。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近期“叶飞门”事件引发了市场极大
关注，证监会也发声称要严打伪市值管理。“正确
的市值管理是指上市公司通过增强公司质地，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获取二级市场投资者投资，
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
一种战略管理行为。”王赤坤如是说。
在最新披露的一季报中，北汽蓝谷、小康股
份、*ST众泰、天齐锂业、国际医学等32股处于亏
损状态，其中北汽蓝谷亏损额最高，报告期实现
归属净利润约为-8.54亿元。

格力博过半营收依赖第一大客户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丁宁）

亿股

所属Wind行业：信息技术

5月27日

近一年362股市值翻倍 超两成业绩缺底气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

解禁数量：

解禁股份类型：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国联股份
0.48

集中度逐年增高，公司的抵御风险能力也会变脆
弱，无论是大客户订单违约还是大客户订单减少
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在未来会反映到企业营收和
利润上。客户集中的公司面临的竞争环境也较为
严峻，公司需要不断按照大客户要求提高生产效
率和价格优势，防止大客户中断合作。
对于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问题，格力博称，报
告期内，格力博与前五大客户的合作均具有一
定历史，大部分客户的合作历史在五年及以
上；格力博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商超、电商渠道
客户以及知名品牌商，其中与商超类客户的业
务为销售自有品牌产品或为商超贴牌，与园林
机械品牌商的业务为ODM业务，相关业务具
有稳定性及可持续性。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格力博前五大
客户中，报告期内Lowe’s稳居第一大客户之位，
且2019年起为格力博贡献了过半营收。

招股书显示，2018年，格力博对Lowe’s实现
的销售金额为14.96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8.08%；2019年，格力博对Lowe’s实现的销售金
额提升为21.32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7.22%，
为报告期内占比最高；2020年，格力博对Lowe’s
实现的销售金额进一步提升，为21.8亿元，但占当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稍稍下降，虽然比例下降，但仍
然贡献了过半营收，比例为50.79%。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格力博主营业务收入
几乎全部来源于境外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中境外收入占比分别高达99.14%、
98.55%和99.06%。格力博表示，若公司境外经营
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如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改变
对园林机械的进口贸易政策和产品认证制度等，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格力
博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L

值而言，解禁比例更能反映解禁对股票冲击
的程度。
Wind数据显示，限售股即将解禁的47
只个股中，有20只个股解禁股数量占总股本
比例超过10%，包括博敏电子、长源东谷、国
联股份、精锻科技等个股在内。经北京商报
记者统计计算，龙磁科技、诚志股份等8股此
次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超30%。欣
锐科技、佰奥智能、汉嘉设计、科沃斯等4股
解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则超过四成。其中
科沃斯解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达
66.46%，系单周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比
例最高的个股。汉嘉设计、佰奥智能、欣锐科
技 的 解 禁 股 数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59.97%、
49.96%、43.89%。
在限售股解禁后，这47股中有不少个股
流通盘明显大幅增加。
北京商报记者经Wind数据统计计算，与
当前流通股相比，长源东谷、三人行、诚志股
份、北京君正、威奥股份等10股解禁后流通盘
增加比例超50%以上，其中科沃斯、佰奥智
能、汉嘉设计、威奥股份、北京君正、龙磁科技
6股解禁后流通盘增加比例分别为211.8%、
199.8%、183%、143.7%、133.1%、128.1%。
谈及限售股解禁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时，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认为，限
售股解禁是一种选择权，不是必须执行的权
利，解禁规模也不等于实际减持规模。“ 以往
经验来看，限售股解禁对股价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限售股股东的成本相比二级市场价
格存在较大折价空间，是否存在解禁动力取
决于股票市值是否被高估、其股东是否有套
现需求等方面。若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很有
信心或公司股价并不理想，那么解禁动力也
不足。”何南野如是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小盘股将加速失宠
周科竞
“叶飞门” 事件可能会加速刺

股也相信， 如果资本能够帮忙，小

激A股市场的生态结构改变。其中，

盘股是有机会在3-5年的时间里快

小盘股将会被股民加速抛弃，相对

速成长为大盘蓝筹股的。

大盘股而言，小盘股更容易被操纵

当然，资本也是逐利 的 ，在 这

股价，而且抗跌性较差，越来越多

一 过 程 中 ， 资 本 可 能 会 谋 求 8%

的股民会选择抛弃小盘股。 而且，

-20%不等的持股比例， 而当资本

不少基金公司也受伤很深，今后会

最终撤退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股价

对小盘股的布局更为谨慎。

也会受到较强的冲击，大股东要不

通过“叶飞门”，投资者知道了

要承受这种双刃剑的反噬，也是值

几个事情。 一是公司股价的上涨，

得研究的问题。但如果不尽快成长

不一定来自于公司自身价值的提

为大盘蓝筹股，那么小盘股的失宠

升，也有可能是因为大股东在进行

也是在所难免，投资者对此要有思

市值管理；二是在公司重要股东减

想准备。

持股份的时期，公司股价是有可能

投资者 习 惯 的 投 机 炒 作 主要

被人为操纵的；三是原来基金持股

都是针对小盘题材股。大盘蓝筹股

也是有强平线的，只要基金持股下

虽然说放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涨

跌15%，基金公司就会无条件平仓，

幅也是很大的， 但是短期的走势

这也是一些小盘股容易出现闪崩

总是让人感受到无聊， 所以投资

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在今后，不

者 在 失去 了 小 盘 股 炒作机会的同

管是中小投资者还是大股东，都会

时， 也一定会去寻找新的投机渠

更加青睐大盘蓝筹股， 而这种变

道，投机是人的本性，不会消失，只

化，也符合国际惯例。

会转换形式。

小盘股怎么办？最好的出路就

金融衍 生 品 成 为 最 有 可能替

是尽快成长为大盘股。这种成长不

代小盘股的投机渠道， 可转债的

是靠虚抬股价、拼命再融资能够实

恶炒虽然也让投资者沉醉， 但毕

现的， 大盘股不仅说的是规模，还

竟属于无厘头的博傻， 所以不可

有质量， 如果一家公司拼命再融

能成为主流， 而金融衍生品可以

资，然后胡乱投资，最终不仅不会

给投资者提供很高的杠杆比例，

成为大盘蓝筹股，反而会成为著名

那么即使是波动并不大的沪深指

的亏损股， 投资者会因此受损，上

数，在杠杆的作用下也会变得收益

市公司也会经营困难。

性极高， 而且它们的市场容量极

势必会有 小 盘 股 为 了 快 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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