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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有补偿?宝通科技喊话员工“兜底”增持
伴随着A股近期的持续调整，不少上市公司股价也“跌跌不休”。在股价连续下挫并创出年内新低之后，7月28日早

护盘效果不尽相同

间，宝通科技（300031）控股股东、实控人包志方发起“兜底”增持倡议，鼓励全体员工积极买入公司股票，并承诺弥补亏

上述个股虽然均推出“护盘”方案，但实
际产生的效果却不尽相同。
根据7月28日上述个股的股价表现来看，
宝通科技收效最好。交易行情显示，7月28日，
收盘价
收盘价
宝通科技股价回升，开盘价为13.47元/ 股，涨
13.15元/股
13.82元/股 幅为2.43%；截至7月28日收盘，宝通科技收涨
涨跌幅
涨跌幅
5.1%，收盘价为13.82元/ 股。
-9.06%
5.1%
吉宏股份也有所回升。交易行情显示，7月
成交金额
成交金额
28日，吉宏股份高开3.52%，报21.75元/ 股，盘
1.77亿元
1.56亿元
中有所回落，最后收盘报21.22元/股，涨幅为
1%。同样股价上升的还有滨江集团。交易行情
7月27日
7月28日
显示，7月28日，滨江集团高开0.26%，报3.85
元/股，最终以3.86元/股收盘，收涨0.52%。
中天科技则没有这么幸运，7月28日仍以
公司股份来维护公司股价。吉宏股份于7月27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 下跌收盘。交易行情显示，截至7月28日收盘，
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0000万元通过二级 中天科技收盘价为7.27元/ 股，跌幅为4.22%。
中天科技股价继续下跌另有原因，中天
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科技于7月21日晚间披露公司存在高端通信
票，回购价格不超过26.6元/ 股。
吉宏股份近期股价表现同样不理想。据 业务重大风险，受该消息影响，7月22日-28日
东方财富统计，7月21日-27日，吉宏股份股 5个交易日间，公司股价下跌了28.73%。
洛凯股份则是在无特别利空消息下股价
价累计跌幅为19.78%，并于7月27日盘中创下
继续下跌。7月28日收盘，洛凯股份收盘价为
20.9元/ 股的年内新低。
也有公司选择提前终止减持计划。7月27 10.16元/ 股，跌幅为2.31%。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股东增持、提
日晚间，洛凯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添
赛电气原计划自4月26日起至10月22日期间 前终止减持、回购股份这些“护盘”行为可以
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向市场传递一种信号，对于公司长期是看好
洛凯股份不超过160万股。截至公告披露日， 的。但对于投资者而言，许小恒指出，还是要
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添赛电气未减持公司 考虑多方面因素，在充分考虑更密切的基本
股份，决定将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洛凯股份的 面基础上，诸如公司的业绩等方面，再结合技
股价同样于7月23日、26日、27日连续3个交易 术面进行调整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日下跌。

损。除了宝通科技外，多家上市公司也开启“护盘”模式，祭出如增持、回购股份、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
“护盘”招数。

收盘价

15.36

宝通科技近4个交易日
股价表现一览

元/股

“兜底”增持再现资本市场。7月28日早
间，宝通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包志方
提交的《关于鼓励公司员工增持公司股票的
倡议书》，鼓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全体员工积极买入公司股票，并承诺弥补
亏损。
包志方表示，凡7月28日-8月3日期间使
用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买入的宝通科
技股票，在持有时间12个月以上且在职的员
工，如因在上述期间买入公司股票实际产生
的亏损，由包志方予以补偿，增值收益归员工
个人所有。
增持、回购、终止减持齐上阵
在宝通科技实控人“兜底”增持的背后，
截至7月27日收盘，公司股价已连续3个交易
事实上，面对低迷的大盘表现，除了宝通
日下跌，并于7月27日创下13.1元/ 股的年内 科技，多家公司实控人、股东及高管于近期也

元/股

涨跌幅

-3.52%

-5.86%

成交金额

成交金额

7月23日

新低。交易行情显示，7月23日-27日，宝通科
技区间跌幅为17.4%。
基本面上，宝通科技预计2021年上半年
归属净利润为2.35亿-2.59亿元，较2020年同
期上升0-10%，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表示，“早在几年
前就有不少公司采用兜底式员工增持倡议这
种方法。当股价下跌时，大股东出于资本运作
等目的，会有护盘的需求”。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宝通科技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
员表示，“一切以公司发布的公告为准，其他
内容不好过多发表意见”。

14.46

涨跌幅

7979万

忙发“
兜底”增持倡议

收盘价

元

1.01亿

元

7月26日

采取措施进行“护盘”，其中主要手段分为增
持、回购、提前终止减持三种。
诸如，滨江集团于7月27日晚间发布公
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戚金兴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公司价值的信心，于
7月26日、27日通过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
股票516.97万股，占滨江集团总股本的
0.166%。同时，公告显示，戚金兴不排除进一
步增持滨江集团股票的可能，并承诺在增持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滨江集团近期股价走
势也十分低迷。交易行情显示，7月16日-27日期
间，滨江集团股价区间累计跌幅为11.11%。
除了滨江集团，7月26日-28日期间，还有
昂立教育、中天科技、学大教育等个股股东或
高管推出增持计划。
吉宏股份、仁和药业等公司则选择回购

华联瓷业三闯主板迎考 傅军A股能否再落一子
手握2家A股上市公司、3家港股上市
公司，傅军的名字在资本市场并不陌生。在
旗下资本纷纷证券化的背景下， 傅军手里
的陶瓷业务也在不断寻求A股上市。继
2013年、2018年深市主板IPO相继折戟之
后， 傅军控制的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联瓷业”）并未放弃，公司
重整旗鼓开始三度冲击A股。 根据安排，7

华联瓷业三度IPO进程一览

元、8018.24万元、1.02亿元以及3408.25万元。
艺术品投资基金经理杜传永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亦表示，目前我国陶瓷行业竞争格局已经
开始由原来的工业化量产统一向个性化、多样化发
生转变，倡导自由个性。“以景德镇为核心的直播茶
具前段时间异军突起，也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不同
心理需求，实现点对点销售。未来企业要取胜必须关
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变化，有针对性地满足消费
者。”杜传永如是说。

aozhou talking

A股调整是抄底
优质蓝筹股的良机
周科竞
股市调整，优质蓝筹股股价回落，投资价值更加突出，投资
者可逢低布局，好公司长期持有是会有满意回报的。

时间

状态

拟上市板块

2013年5月

终止审查

深市主板

2017年10月

已受理

深市主板

2018年12月

终止审查

深市主板

2020年3月

已受理

深市主板

2020年4月

已反馈

深市主板

2021年1月

已预披露更新

深市主板

毕竟是A股市场上最优质的企业， 逢低买入并长期持有还是比

2021年7月29日

上会

深市主板

较划算的投资策略，即使短期被套，也只输时间不输钱。

傅军已有5家上市平台

华联瓷业的实控人之一系傅军，其在A股以及
港股已有多个上市平台。
司能否叩开A股的大门，答案也将揭晓。
招股书显示，本次发行前，许君奇通过致誉投资
控制华联瓷业45%的股权，傅军通过控制新华联亚
分别为24.55%、28.96%、25.12%和18.08%。
洲和长石投资控制华联瓷业45%的股权，两人为华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华联瓷业董 联瓷业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三度IPO
事会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之后
据了解，许君奇、傅军分别于2012年2月、2015
证监会官网披露消息显示，发审委定于7月29日 记者向公司方面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对方 年2月、2020年1月签署协议，将一致行动的有效期延
召开2021年第80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 并未回复。
长至签署日后5个年度或华联瓷业股票发行上市之
华联瓷业首发事项。
日起满36个月。
据了解，华联瓷业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陶瓷制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华联瓷业实控人之一傅
如何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在行业内也颇具
军的名字在资本市场并不陌生。经记者梳理，傅军目
目前我国日用陶瓷行业集中度较低、竞争压力 前实际控制2家A股上市公司，分别是新华联、东岳
知名度。据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统计，2010-2019年，
华联瓷业日用陶瓷出口规模连续十年在国内同行业 大，在此背景下，华联瓷业如何保持市场竞争优势成 硅材，其中东岳硅材在2020年3月才登陆创业板；此
中排名第一，公司是宜家在全球重要的日用陶瓷供 为取胜关键。
外，傅军还实际控制3家港股上市公司，分别是东岳
中企资本联盟主席杜猛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集团、新丝路文旅、新华联资本。
应商，是贵州茅台、五粮液等知名酒企重要的陶瓷酒
瓶供应商。
我国日用陶瓷行业分布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形
从傅军目前实际控制的5家上市公司来看，主要
据华联瓷业介绍，公司产品以色釉陶瓷、釉下五 成了以湖南醴陵、广东潮州、广西北流和福建德化等 聚焦在四个行业，其中新华联在Wind行业中属于房
彩瓷等日用陶瓷为主，同时涉及电瓷和陶瓷新材料 为代表的日用陶瓷产区，各产区的日用瓷器产品存 地产开发；东岳硅材、东岳集团均属于材料化工行
在一定的差异化。在各日用陶瓷产区内，生产企业数 业；新丝路文旅属于日常消费、饮料与烟草、白酒与
等工业陶瓷的生产经营。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并非华联瓷业首次冲击深 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竞争较为充分。
葡萄酒；新华联资本属于材料金属行业。
据华联瓷业披露显示，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宜家、
市主板，早在2013年公司就有上市动作，之后递交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5家上市公司中，仅东岳
招股书，不过在当年终止审查。2017年，华联瓷业再 贵州茅台、吉普森、舒宁、邦实和布鲁斯特等行业内 硅材、东岳集团2家公司2020年处于盈利状态，剩余3
度向深市主板发起冲击，但历时逾一年时间，公司 全球知名企业，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 家公司2020年均亏损，其中新华联亏损幅度最大，当
入总额分别为3.69亿元、4.57亿元、5.21亿元和2.09亿 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2.86亿元。
IPO在2018年12月再度折戟。
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0.7%、54.13%、
此次已是华联瓷业三度IPO。
另外，2004-2012年之间，傅军还曾间接控制上
招股书显示，华联瓷业过半营收来自出口。报告 54.86%和57.81%。
市公司ST通葡，不过在2014年5月傅军放弃了ST通
财务数据显示，2017-2019年以及2020年上半 葡的控制权。
期内，公司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58.02%、66.12%、63.89%和57.14%，公 年，华联瓷业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7.28亿元、8.45亿
在已有5家上市平台的背景下，若华联瓷业此次
司境外销售主要为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其 元、9.5亿元以及3.61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 冲A成功，傅军旗下上市公司将再添一家，傅军能否
中出口美国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77亿元、2.43亿元、 约为6069.82万元、1.08亿元、1.11亿元以及3951.66万 如愿?北京商报记者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2.38亿元和6486.5万元，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6165.98万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月29日，华联瓷业IPO将迎来大考，届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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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侃股

股市面临短期调整压力，但投资者并不需要过度恐慌，尤其
是对于那些优质蓝筹股而言，它们抗跌性更强，绩优蓝筹股的
回调很可能意味着投资机会大于投资风险，投资者可以考虑逢
低吸纳优质蓝筹股，等待调整结束后的恢复性上涨行情。
对于优质的蓝筹股来说，它们本身估值还是能让投资者接
受的，而且目前优质蓝筹股以机构投资者持股为主，虽然说它
们的半年报业绩也存在不达预期的可能，但是从长期看，它们

如果投资者对于单纯抄底优质蓝筹股仍有担忧，那么也可
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 例如一边买入优质蓝筹股，一
边买入股指的看跌期权，这样如果股指接续调整，投资者也能
从股指期权上弥补股价下跌的损失，当然，如果蓝筹股足够抗
跌，投资者还有可能左右逢源，股票也赚钱，期权也赚钱。
当然，并非所有的蓝筹股都能扛住股市的下跌，有些伪蓝筹
股可能会存在较大的调整压力。“伪科学”并不是科学，伪蓝筹
股也不应该算作蓝筹股， 它们的估值不像真正的优质蓝筹股
那样坚挺， 例如部分周期类股票在上升周期体现出强大的蓝
筹股属性， 但是在下降周期则会出现利润与股价的共同下行；
还比如一些业绩出现明显问题的蓝筹股， 由于经营出现问题，已
经不再具有蓝筹股的特征，这样的蓝筹股也不适合投资者进行抄
底操作。
此外还有一类股票投资者也要注意，就是那些因为疫情原
因业绩暴增的公司，一旦疫情过去，它们的利润水平势必回归
常态，这类公司也不适合进行抄底操作。
所以本栏说，优质蓝筹股能够抵御短期利空风险，但是由
于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优质蓝筹股不一定会出现立竿见影的反
弹走势，它们可能会先有一个筑底的过程，等到短期调整结束
后，市场再根据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重新给其估值，这个价值
重估的水平可能会经历几个月的时间。
对于大多数普通股票来说，对于短期调整的应对策略各不
相同，投资者只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如果股价下跌至合理估值
之下，投资者就要注意反弹的机会；相反，如果股价仍然高于合
理估值，那么投资者就要注意股价继续调整的风险。
在价值投资的股市中，价值才是恒定的。其他的因素只能
影响短期走势，长期走势还是要依托上市公司本身的价值和成
长性。这次的短期调整也不例外，虽然来得突然，但是最终A股
走势还是要回归到慢牛走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