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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是不是好事

周科竞

部分上市公司巨额回购股份，短期而言股价多为上涨走势，但投
资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认为用股民的钱给员工发福利并不可取。本
栏认为相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股份更好的用途还
是注销。

近期上市公司掀起一阵回购股份的热潮。本栏曾说过，回购股份
相比现金分红的好处是能为股东节省红利税，缺点是要消耗掉公司的
现金储备。然而，如果是以超过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去回购股票，还会降
低股票的含金量。故本栏认为，回购股份并不适合所有上市公司，决定
回购的力度更要量力而行。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股价，增加股票需
求，类似的流行趋势过去也出现过，例如鼓励员工增持股票、大股东增
持等。但是现在的回购越来越向两个趋势发展，第一个趋势是回购金
额越来越大，个别公司用净资产的10%或者更多去回购股份，但所能买
回来的股份却少很多，这样的结果就是上市公司股票的含金量大幅下
降，获得的只是短期的股价支撑，但却损失了长期的投资价值。

第二个趋势是回购的股票不用于注销，而是用于股权激励和员工
持股。在部分投资者看来，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然后用于股权激励就是
在给公司高管发福利，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就是给员工发福利。

但是事实上，在上市公司推出回购计划的时候，公司股价往往是
上涨的，这就让投资者感到又爱又恨，毕竟直接的现金买股确实推动
了股价上涨，但是从长远看，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这部分钱本应该是分配给公司股东的，但是回购之后，钱没了，股
份还没减少，投资者感到反感也就不足为奇。

在本栏看来，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和股权激励还是应该分开进行，
如果上市公司真的有过剩资金想支撑股价，进行上市公司回购也是可
以的，但要让全体股东得到实惠，即回购所得股份应该予以注销，而不
是用来补贴高管和员工。

如果上市公司真的想通过股权激励来激发高管和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那么还是应该学习成熟股市的激励方案，设计出完成难度较高
的行权条件，最好是直接与股价挂钩的行权条件，例如现价10元的股
价，假如行权价定为15元，那么高管和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公司业绩
提升，股价上涨到30元，那么这一激励计划就有很强的价值，而在这一
过程中股东也是获利的，这才是双赢的结局，假如总是在用股东的财
富去给员工和高管发福利，股东的利益将难以保证。

最后值得投资者关注的一点是，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不是股价上涨
的集结号，投资者不能看到回购股份就蜂拥追涨，否则回购股份将演
变为炒作公司股价的工具，其性质也将发生转变，若盲目地参与炒作，
还可能面临被套的风险。

6
编辑 吕银玲 美编 张彬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上市公司北京商报2021.5.28

借定增易主 吉艾科技能否扭转业绩困局

千亿市值跌至7亿 康得退落幕
曾因重大财务造假案轰动市场的康得

退（002450）要谢幕A股了。5月28日是康得

退最后一个退市整理期， 退市整理期届满

后，康得退的A股之旅也将画上句号。截至5

月27日收盘， 即将落幕的康得退市值仅剩

7.44亿元。康得退从昔日“千亿白马股”最

终走向退市的结局， 还要从重大财务造假

案说起。康得退虚构利润超百亿，同时触及

重大违法类及财务类两项终止上市情形，

最终被终止上市。退市不是终点，目前，康

得退仍面临着诉讼缠身等难题。

市值仅剩7亿元

5月28日是康得退在A股市场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康得退离场前的市值仅剩7.44亿

元。据了解，康得退于4月14日进入退市整理

期，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后公司股

票将被摘牌。截至5月27日（含当日）已交易29

个交易日，剩余1个交易日。也就是说，5月28

日收盘后，康得退的A股之旅就要画上句号。

交易行情显示，康得退5月27日以0.2元/股开

盘，全天保持震荡走势，收于0.21元/股，涨幅

5%，总市值7.44亿元。而2017年11月，康得退

市值曾近千亿元。

康得退被终止上市是因同时触及重大违

法类及财务类两项终止上市情形，康得退系

退市制度改革后首个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的上市公司。

具体来看，康得退2015-2018年披露的

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追溯重述后公司

2015-2018年度归属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同

时，因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康得退股票自2020年7月10日起暂停上市。康

得退股票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显示，

公司2020年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归属净资

产均为负值，且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上情形同时触及终止

上市情形，根据相关规定以及深交所上市委

员会的审核意见，深交所决定对康得退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虚增逾百亿利润

回顾康得退的发展历程，康得退昔日也

是受市场颇为看好的“千亿白马股”，但令市

场没想到的是，当时光鲜的业绩背后都是康

得退伪造出来的假象，实际上从2015年起，康

得退净利润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这一案

件也成为A股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务造假案件。

康得退成立于2001年，并于2010年登陆

A股，从事高分子复合材料、功能膜材料、预涂

膜、光学膜、光电新材料等研发，并提供相关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经过数年发展，逐渐成

为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2017年可谓是康得

退发展的巅峰，这一年康得退股价达到26.71

元/ 股，甚至入选《福布斯》2017年度“全球最

具创新力企业”，然而后来才发现，这一切全

都是泡沫。

2019年1月，因康得退无力偿还15亿元短

期融资券，各界纷纷质疑公司2018年三季报

披露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证监会立即对此进

行立案调查。2020年9月9日，公安部门对康得

退财务造假等行为侦查终结，以违规披露、不

披露重要信息罪等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明，康得退2015-2018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合计虚增利润115.3亿元。康

得退通过虚构销售业务等方式虚增营业收

入，并通过虚构采购、生产、研发费用、产品运

输费用等方式虚增营业成本、研发费用和销

售费用，导致2015-2018年年度报告虚增利

润总额分别为22.43亿元、29.43亿元、39.08亿

元、24.36亿元。此外，康得退2015-2018年年

报披露的银行存款余额虚假。

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表示，对资

本市场正本清源是保证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

能的基础。康得退退市强化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必须真实这一原则，因为资本市场就是

投资者依据信息进行资本风险定价的场所，

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是定价的基础，没有真

实、充分、及时的信息，投资者不可能正确定

价。因此，诚信是资本市场和所有市场机制的

基石。退市新规也是意在打造市场定价机制

完备的资本市场，只有机制完备、信息充分准

确，才能让投资者自己对市场风险负责，也才

能得到一个功能完备的市场。

近500件诉讼缠身

退市后，康得退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目前康得退仍面临着诉讼缠身、业绩继续亏

损等难题。

进入退市整理期以来，康得退多次收到

民事诉讼传票和《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涉及到如债券交易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等多项诉讼事项。根据康得退披露的今

年一季报显示，截至4月21日，康得退尚未结

案被起诉类案件共472起，其中被诉金额5000

万元以上的59件、1000万元以上的82件，劳动

纠纷128件、其他小额诉讼262件。累计涉及影

响金额117.37亿元。

同时，一季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康得退的

业绩处于继续亏损状态。报告期内，康得退实

现营业收入3.41亿元，对应的归属净利润为

-2.79亿元，同比下降30.54%。对于亏损扩大

的原因，康得退表示，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

担保损失和诉讼赔偿增加导致净利润下降

所致。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康得退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

表示“公司后续事项可以关注公司所发布的

公告”。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丁宁

刘钧欲拿下实控权

据吉艾科技发布的公告显示，此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不超过2.658亿股（含本数），拟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约5.48亿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从披露的公告来看，此次古旭实业、姚庆2名

特定对象参与认购吉艾科技此次发行的股份。其

中古旭实业、姚庆分别认购2.103亿股、0.555亿股

股份。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认购方古旭实业系刚

刚成立的公司。资料显示，古旭实业成立于2021年

5月24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为何在刚成立后就要参与吉艾科技的定增？

显然，古旭实业是有备而来的，而古旭实业背后牵

出刘钧。

股权关系显示，古旭实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为上海坤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坤展实业”），有限合伙人为青科创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科创实业”），刘钧为古旭实

业的实际控制人。

早在去年5月，刘钧就有入主的打算。2020年5

月19日，彼时吉艾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怀

雪与青科创实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出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1.742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6586%。若权益变动完成，刘钧将成为吉艾科技

的实控人。

今年1月5日，吉艾科技披露一则重新签订的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之股份转让变更协议》。

其中收购方由此前的青科创实业变更为青科创实

业的全资子公司坤展实业，收购股份数量减至约

1.3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不过该交易

目前暂未过户。

而吉艾科技表示，此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第一

大股东将变为古旭实业，其持股比例为18.26%；公

司第二大股东为坤展实业，其持股比例为11.54%，

其共同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刘钧。发行完成后，刘钧

合计控制公司的表决权为29.8%，成为吉艾科技的

实控人。

吉艾科技易主消息似乎不被看好。交易行情

显示，5月27日吉艾科技收跌2.36%。

业绩颓势待扭转

除了转让股份外，今年以来吉艾科技也多次

披露实控人高怀雪已减持股份或者计划减持股份

的相关公告，退出意图明显。这背后折射出吉艾科

技近几年的经营存在不小的压力。

吉艾科技于2012年4月10日上市，原来的主营

业务是石油测井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现场技

术服务，以及利用测井仪器为油田客户提供测井

工程服务。

自2019年以来，吉艾科技的业绩陷入困境。数

据显示，2019年吉艾科技实现的营业收入约11.82

亿元，同比增长37.03%；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

损约11.91亿元，同比下降713.09%，同比由盈转亏。

2020年，吉艾科技业绩依旧是亏损状态。数据

显示，2020年吉艾科技实现的营业收入约1.92亿

元，同比下降83.76%；当期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

亏损约5.74亿元。

吉艾科技在2020年年报中谈到，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公司经营情况受到较大冲击。业绩承压

下，吉艾科技也对资产做了减法。2020年吉艾科技

的油服板块营业收入大幅减少，主要系公司对油

服板块进行了彻底的剥离及处置，陆续剥离了天

元航地、成都航发、山东荣兴等油服板块股权。

值得一提的是，吉艾科技在2020年年报中还

提到，公司将加大对塔吉克斯坦炼油厂的管理力

度，排除困难，保障项目尽快正式投产；AMC业务

板块，公司将依托团队的竞争优势，全力聚焦，实

现AMC板块的触底反弹。

短期来看，吉艾科技业绩承压依旧。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吉艾科技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

约9488.52万元。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如何扭转吉艾科技

业绩颓势是刘钧入主后面临的一大考题。针对公

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吉艾科技董秘办

公室进行采访，对方电话显示“拨打的电话正忙”。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自去年就有入主吉艾科技（300309）计划的古旭实业的实控人刘钧再度出手。吉艾科技发布

的公告显示，上海古旭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古旭实业”）、吉艾科技董事长兼总经

理姚庆2名特定投资者将认购公司增发的股份。定增完成后，刘钧将成为吉艾科技的新主。在吉艾

科技易主背后， 公司面临着经营困境。2019年、2020年以及今年一季度吉艾科技业绩接连亏损。

对于投资者来说，最为关切的是刘钧入主后，如何扭转吉艾科技的业绩困局。

吉艾科技近两年及

一期财务数据一览

康得退2015-2018年归属净利润调整情况一览

调整前归属净利润

14.09亿元

实际归属净利润

-14.81亿元
}差额

28.9亿元

2015年

调整前归属净利润

19.63亿元

实际归属净利润

-17.55亿元
}差额

37.18亿元

2016年
调整前归属净利润

24.74亿元

实际归属净利润

-24.6亿元
}差额

49.34亿元

2017年

调整前归属净利润

4.58亿元

实际归属净利润

-23.57亿元
}差额

28.15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1-3月

0
营业收入（亿元）
归属净利润（亿元）

11.82

-11.91

1.92

-5.74

0.25

-0.94

扣非后净利润

-12.05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

-5.67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

-0.9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