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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3亿市值退市新规
不当回事

周科竞

3亿元市值退市指标已从7月开始实施，有投资者对此不以
为然，仍在小盘股里轮番炒作，他们认为，除了退市的股票，不
可能有股票触发3亿元市值退市指标，即便是垃圾股也不会。截
至7月5日，除去退市股，市值最小的是*ST中新，约为8.28亿元左
右。看似离3亿元的市值很远，但对于这些低市值股而言，一旦
遭遇利空，市值会快速缩水。

在投资者看来，3亿元市值似乎很难触碰到，毕竟绝大多数
的公司股本都超过3亿股，这就是说，当公司市值还没跌破3亿
元的时候，其股价已经低于1元，故满足市值退市的条件不会早
于面值退市发生，所以部分投资者并不拿市值退市当回事。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面值退市早于市值退市
发生。例如*ST金泰，当前股价6.08元，总股本1.48亿股，当前市
值9亿元，如果这家公司的股价下跌至2元，那么就会出现虽然
尚未满足面值退市条件，却已经触发了市值退市的条件。

什么样的公司会市值退市先于面值退市？关键因素要看总
股本。如果一家公司的总股本低于3亿股，投资者就要先担心市
值退市，而非面值退市，那么A股市场总股本低于3亿股的公司
有多少呢？A股中，总股本小于3亿股的公司有1314家，这些公司
在未来首要面对的都是市值退市风险，而非面值退市。

可能会有投资者说，除了退市股，此前基本没有股票市值
会跌至3亿元以下，而再垃圾的股票，只要还没有确定退市，只
要市值跌倒8亿元左右，就会有投机资金进场豪赌，这也导致这
些公司市值很难再走低。

本栏想说的是，曾经可能确实如此，但现如今A股生态已经
发生巨大的变化。注册制的稳步推进，导致A股的个股数量稳定
增长，数量的增长倒逼场内资金在选择标的的时候必须加以区
分，越来越多的资金会集中到优质蓝筹股里，曾经的中小市值
个股可能会遭到抛弃。尤其是那些毫无亮点的小盘股，估值会
逐步走低，流动性会逐步枯竭，一旦再出现超预期的黑天鹅事
件，到时候小盘股就会上演无量闪崩的情形，那么，到时候市值
缩水至3亿元将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投资者不要漠视市值退市的风险，在炒作小市值股票
的时候，在适当的位置一定要设置止损，以免自己遭遇市值退
市，虽然短期看这个风险尚不明显，但是从原理上讲，A股市场
有超过1000家公司不能忽视风险的存在。

当然，上市公司也要多关注自己的市值问题，这不是简单的市
值管理，而是上市公司在选择回报投资者方式的时候，如果自己的
市值过低，那么就要控制分红扩股的节奏，如果是送转股，最好把
送转之后的总股本控制在3亿股附近，因为这个位置是面值退市与
市值退市重合的点位，也是能在保壳的时候最省力气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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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股价飙涨被疑蹭热点 神思电子收关注函

信披违规 650亿白马股上海电气遭调查

北京商报2021.7.6

在华为昇腾和数字货币双概念的加持下，6月28日-7月2日， 神思电子（300479） 股价累计飙涨

110.47%，摇身一变成为A股最受追捧的“妖股”之一。在犀利涨势背后，神思电子曾在互动易平台就华

为昇腾、数字货币两大热点问题回复投资者，疑似主动迎合市场热点，这也引起了深交所的关注。深

交所于7月5日下发关注函，要求神思电子说明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股价暴涨引深交所发函

交易行情显示，6月28日-7月2日，神思电子股

价大涨110.47%，并于7月2日创下26.45元/股的年内

新高。

如此犀利的涨势引起了深交所的关注。深交所7

月2日发布消息称，对近期涨幅异常的神思电子进行

重点监控，并及时采取监管措施。随后，7月5日，深交

所向神思电子下发关注函，要求神思电子结合公众

媒体报道、投资者咨询等涉及的内容，核查公司股价

短期内涨幅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市场传闻、热点概

念等；同时要求神思电子说明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

场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受该消息影响，7月5日神思电子股价下跌，截至

当日收盘，神思电子报25.15元/股，跌幅为1.37%。

据了解，神思电子以向行业用户提供身份认证、

行业深耕与人工智能三个梯次的解决方案为主营业

务，聚焦重点AI云服务解决方案产品的研究开发、主

要服务于金融、公安、铁路、医疗、政务等行业客户，

服务于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

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神思电子身份认证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1.25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33.23%；

行业深耕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8亿元，占公司营业

收入的39.31%；AI业务营业收入9911.52万元，占公

司营业收入的26.39%。其中，身份认证业务及行业深

耕业务营业收入均同比下降，AI业务营业收入较

2019年增长71.85%。

2021年一季度，神思电子实现营业收入9037.53

万元，同比增长87.04%；归属净利润为-417.76万元，

同比增长41.44%。其中，身份认证业务营业收入

4317.58万元、行业深耕业务营业收入2390.16万元、

人工智能业务营业收入2139.8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神思电子完成2018年非公

开发行限售股第三期解除限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时

间为6月16日，解禁数量164.46万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0.97%。对此，深交所也提出了质疑，要求神思电

子说明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

配合相关股东减持的情形。

迎合华为昇腾+数字货币概念

据了解，神思电子曾就华为■腾概念、数字货币

业务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因此被质疑有迎合

市场热点炒作的嫌疑。

具体来看，神思电子在互动易平台曾回复投资

者称，“公司智能视频监控方案边缘计算模组完成华

为Atlas人工智能计算平台Atlas500兼容性测试与

产品方案移植，加入■腾生态”。

除了互动易平台的回复，神思电子在2020年年

报中多次提及华为，神思电子称，公司与华为建立了

深度合作。2020年，神思电子与华为及中铁济南局三

方签定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在济

南路局全面应用；神思电子互动易平台回复的华为

Atlas人工智能计算平台Atlas500兼容性测试与产

品方案移植也是在2020年完成。不过，神思电子并没

有披露关于该业务具体营业收入、与华为的合作情

况等具体信息。

针对上述情况，深交所要求神思电子详细说明

与华为合作具体领域和合作模式，华为是神思电子

的供应商还是客户。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华为■腾板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涨幅，也和近

期重要会议再度点燃了市场对华为概念的热情有

关，但类似的纯题材性炒作持续性不佳，投资者应理

性对待，具体能不能持续上涨要看未来能否形成较

大的规模化收入。

此外，神思电子在互动易平台的回复还涉及数

字货币业务，同样是近期的热点之一。

据了解，神思电子曾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

称，“公司一直跟踪数字货币进展并较早投入配套

设备的研发与市场铺垫，该业务已产生少量业务收

入”。但神思电子并未透露具体情况，而是表示，“将

在有关部门允许的时机披露相关信息”。

对此，深交所要求神思电子说明开展数字货币

业务配套设备研发与市场铺垫的具体情况，已投入

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情况、取得的效果，相关商业运用

是否仍存较大不确定性；同时说明上述业务在2020

年直接产生的收入及净利润金额及占比，预计对神

思电子2021年业绩的影响。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神思电

子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丁宁

突曝利空股价迎考

上海电气再曝利空。

7月5日晚间，上海电气发布公告称，公司

于2021年7月5日收到证监会对公司的《调查

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

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上海电气表示，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

配合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对于被立案调查的

原因，上海电气并未在公告中透露。

不过，市场普遍猜测上海电气被调查一

事与前不久的“黑天鹅”事件有关。今年5月30

日晚间，上海电气曾发布公司重大风险的提

示公告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

司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

讯公司”）应收账款普遍逾期，存在大额应收

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致电上海电气董秘办

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据了解，上海电气是一家大型综合性高

端装备制造企业，公司主导产业聚焦能源装

备、工业装备、集成服务三大板块，上海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上海电气的实控

人。截至7月5日收盘，上海电气A股总市值为

654.9亿元。

在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看来，上海电气

突曝利空，将让这只白马股的股价面临考验。

披露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后，上海电气一众股

东欲哭无泪。截至2021年3月31日，上海电气

股东人数有29.82万户。

上海电气股吧中，很快被立案调查的话

题刷屏。上海电气甚至被投资者“意念跌停”，

有股民在股吧中写到“惊天一声闷雷，关灯吃

面”，还有股民表示，“晚上挂跌停价出逃、明

天开盘挂跌停价出逃”。

子公司巨额应收账款逾期

据悉，通讯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3亿元，主营业务为通讯技术、信息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等，上海电气持有通

讯公司40%的股份。通讯公司采取的销售模

式是由客户预先支付10%的预付款，其余款

项在订单完成和交付后按约定分期支付。

上海电气表示，随着通讯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对其加大了资金支持。但自2021年4月末

起，公司陆续发现通讯公司应收账款普遍逾

期，经催讨，其客户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欠款行

为，回款停滞。截至该公告日，通讯公司应收

账款余额为86.72亿元，账面存货余额为22.3

亿元，通讯公司在商业银行的借款余额为

12.52亿元，公司向通讯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

金额合计为77.66亿元，均存在重大损失风险。

同日，上海电气还公告称，通讯公司已向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方有北京首都创业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贸

易分公司、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富

申实业公司和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从上海电气公告来看，此次涉案的应

收账款本金合计为41.27亿元（不含违约金）。

针对上述事项，5月30日晚间上交所也

火速下发监管工作函，督促上海电气妥善处

置风险事项、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

要求上海电气尽快核实控股子公司通讯公

司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包括业务类型、业

务模式、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以及资金流转

情况等，查明其应收账款出现普遍逾期的

具体原因及责任人、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

应收账款逾期对公司业绩影响不言而

喻。上海电气在此前发布的公告中称，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通讯公司的股东权

益账面值为5.26亿元，若通讯公司出现应收账

款无法收回、存货无法变现等重大损失，将导

致母公司权益投资全额损失，从而减少公司

归母净利润5.26亿元；另加上因通讯公司可能

无法偿还公司向其提供的股东借款77.66亿

元，上述极端情况下，最终可能对公司的归母

净利润造成83亿元的损失（即对通讯公司的

股东权益损失和股东借款损失）。

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上海电气

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35.01亿元、37.58亿

元。若出现上述极端情况，损失金额远超上海

电气2019年、2020年的归属净利润之和。

截至目前，公开信息中，关于上海电气子

公司应收账款逾期事项并未有最新动态。5月

31日-7月5日期间，上海电气A股、H股股价

区间跌幅分别为18.55%、20.16%。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神思电子6月28日-7月5日股价表现情况一览

6月28日

开盘价
12.08元/股
收盘价
14.05元/股

当日涨跌幅

▲15.83%

6月29日

开盘价
15元/股
收盘价
16.86元/股

当日涨跌幅

▲20%

6月30日

开盘价
17.87元/股
收盘价
18.42元/股

当日涨跌幅

▲9.25%

7月1日

开盘价
17.56元/股
收盘价
22.1元/股

当日涨跌幅

▲19.98%

7月2日

开盘价
20.88元/股
收盘价
25.5元/股

当日涨跌幅

▲15.38%

7月5日

开盘价
25.5元/股
收盘价
25.15元/股

当日涨跌幅

茛1.37%

7月5日晚间，上海电气（601727）发布公告称，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

调查。这样一则利空消息，无疑给了上海电气近30万户股东当头一棒，公司股价也将迎考。值得一

提的是，前不久，上海电气子公司41.27亿元应收账款逾期一事曾被监管重点关注。

上海电气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数据一览（单位：亿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1-3月

1266.48
35.01

1365.4
37.58

254.15
6.61

扣非后净利润

9.96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

10.42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5.09亿元

■ 营业收入 ■ 归属净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