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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造假”是蔑视法律
周科竞

时任康得新董事长、 实际控制
人钟玉辩解称自己“不得不造假”，
本栏认为这是对法律、 对投资者的
蔑视， 这样的公司应对投资者进行
彻底赔偿，高管应终身市场禁入，领
头者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什么情况能让一家上市公司不
得不造假？ 公司的意思可能是股价
已经处于高位， 如果不造假发布漂
亮的业绩报告， 股价就有可能受到
压力， 但是又有谁规定公司的股价
只能涨不能跌？业绩不好就不好，只
要公司的管理层尽职尽责， 即便暂
时性的业绩不好， 也不会导致公司
股票长期无人问津。 回看逐步成长
起来的大蓝筹股，业绩整体稳定，但
其中也可能有个别年份业绩回撤，
但这并不会影响中长期投资者对公
司股票的持股信心。

而公司管理层却通过财务造假
来欺骗股东、欺骗投资者，让原本应
该卖股票的投资者继续持有， 让原
本不该买入的投资者追高买入，到
了东窗事发，大家亏损严重，这个责
任应该由谁来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上市公司希望股价能够尽可能
的高一些，不仅持股的投资者开心，
大股东减持股票、 增发再融资等操
作也更加便利， 这个想法本身并没
有什么错误， 但是个别公司却打起
了歪心思， 有的与机构合作进行所
谓的“市值管理”。有的公司更是直
接在财务数据上进行造假、 虚增利
润，虚构银行存款，如此肆意妄为地
造假， 大股东是有把握瞒过审计机

构，还是有把握假装瞒过审计机构？
事实证明，监管层的眼睛是雪亮的，
康得新的造假行为最终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

本栏无法想象，财务造假的诱惑
力竟然如此巨大，以至于上市公司宁
可冒着被退市的风险也要“不得不造
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驱动？

A股市场必须对财务造假零容
忍，这是对资本市场和股民的负责。
上市公司实控人一句简单的不得不
造假， 却对股民投资者造成了巨大
的伤害。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报表如
此亮丽的白马股， 竟然都是通过造
假粉饰出来的泡沫， 包括机构投资
者在内， 大家可能使用了无数种估
值模型去测算分析这只股票的发展
潜力，但他们到头才发现，所做的一
切都是徒劳， 因为最基本的财务数
据都是虚构的。

那些曾经根据估值水平买入公
司股票的投资者， 他们完全想不到
白马股也会造假，白马股也会退市。

或许管理层的处罚力度还是太
轻，造就了“不得不造假”。如果处罚
力度能够更重更精准， 那么或许能
够营造一种不得不诚信的市场环
境。要从制度层面加以震慑，让那些
试图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或者大股
东们压根不敢动这歪心思， 不能让
他们有一点的侥幸心理。 对于造假
的最核心人物、实际控制人，除了上
述惩罚还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
样就能对其他实际控制人构成心理
震慑，让他们感受到不得不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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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强势涨停挤进A股前十 谁在抢筹比亚迪

3天6封关注函 概念股炒作监管升级

北京商报2021.8.5

“无厘头”的概念炒作在A股

市场屡屡发生，不过，近期深交

所针对概念股炒作的监管有升

级迹象。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8

月2日-4日这3天里，就出现了股

价大幅上涨情况，深交所对联创

股份（300343）、任子行等6家公

司下发了关注函， 其中有5家公

司都涉及热门概念炒作。业内人

士认为，不能盲目追涨、炒概念，

要深度挖掘公司的内在价值，进

行理性投资。

6股因股价暴涨收函

深交所官网显示，8月2日-4日3天时间

里，有6只个股因股价暴涨收到了深交所下发

的关注函。

从发函时间来看，8月2日有联创股份、维宏

股份两股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8月3日有

新莱应材、任子行、融捷股份3股，8月4日有盛弘

股份1股收关注函。从上市板块来看，除了融捷

股份是在深市主板上市以外，另外5只个股均是

创业板股票。按所属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来看，融

捷股份、新莱应材属于机械设备行业；任子行、

维宏股份属于计算机行业；盛弘股份属于电气

设备行业；联创股份属于传媒行业。

关注函显示，今年以来，融捷股份股票交

易已九次达到深交所异常波动标准，期间股

价涨幅达272.56%。联创股份、盛弘股份和任

子行是在近一个月之内股价翻倍。其中，联创

股份区间涨幅最猛，7月5日-30日累计涨幅达

306.25%；盛弘股份则于7月6日-8月3日期间，

公司股价累计上涨150.73%；任子行在7月1日-8

月3日期间，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102.88%。另

外两股则是在几个交易日内股价暴涨，维宏股

份在7月26日-8月2日期间，公司股价累计涨

幅达99.62%；新莱应材于7月29日-8月2日期

间，公司股价累计上涨46.2%。

对于上述个股涨幅较大的情形，深交所

针对个股的具体情况作出问询，如要求个股

结合公司股价涨幅及公司主营产品所处市场

需求变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等，核查公司股

价近期涨幅较大的原因，与公司生产经营等

基本面变化是否匹配；核实说明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等。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在股市处于上

升行情时，投资者适当追涨是获取丰厚利润

的重要手段。但是，追涨要有度，一味地追涨

价值已经严重高估的板块，只会给自己带来

被套牢的风险。投资者应当认识风险和机会

的运行规律和运作特点，提高自己识别风险

和把握机会的综合能力。

5股涉及热点概念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上述收函的个股

多是与热门概念有关，新莱应材主要涉及半

导体概念，融捷股份、联创股份涉及“锂”概

念，如锂电池或锂矿，而维宏股份、盛弘股份

则分别涉及激光领域和储能概念。

例如，新莱应材近期两次在互动易平台

就半导体业务回复投资者引起了深交所的关

注。新莱应材于7月28日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

资者咨询称，“公司产品可以应用于泛半导体

领域”“是锂电的终端大厂的忠实供应商”；此

外，7月30日，新莱应材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

资者咨询称，“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逆势增

长，带动半导体专用设备需求”。

联创股份股价上涨的原因则是市场对其尚

未投产的PVDF产线较为关注。据了解，PVDF

应用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电子电气和氟碳涂

料三大领域，是应用在锂电

池中的重要材料。7月30日，

联创股份公告称，公司拟建设6000

吨/年PVDF及配套11000吨/ 年HCFC-142b

联产30000吨/年HFC-152a改建项目。融捷股

份也与“锂”有关，公司子公司承担250万吨/年

锂矿精选厂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对于部分涉及热点概念的个股，深交所

提出了是否存在炒作股价情形的质疑。如联

创股份，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在PVDF一期产

能尚未正式投产、二期产能尚未完成建设的

情况下规划新增产能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相关经营决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存在迎合

市场热点、配合市场炒作股价的情形。盛弘股

份则被要求说明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影响

股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公司基本面上，只有新莱应材、盛弘股份

两股在近三年里业绩一直呈上升趋势。融捷

股份则是2018年、2019年连续亏损，在2020

年扭亏。任子行则是今年一季度净利亏损，

2018-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连亏三年。

一个月内股价翻了3倍的联创股份归属

净利润在2018-2020年连亏三年。财务数据

显示，2018-2020年，联创股份实现的营业收

入分别为35.99亿元、35.14亿元、17.38亿元；

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为-19.54亿元、

-14.74亿元、-8738万元。联创股份今年一季

度实现扭亏，财务数据显示，联创股份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

润为1334万元。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联创股份证券部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

示，“关注函的回复正在进行中，具体流程董

秘在做，不太清楚具体情况”。对于PVDF项目

的相关情况，对方工作人员表示，“预计今年

8、9月进行试投产，试投产验收合格后才会正

式投产。初始产品的性能可能达不到可以应

用于锂电池的标准”。

收函后股价表现不一

上述个股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后，

大部分个股股价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也有个

股不惧关注函，股价继续上涨。

以最新收函的任子行、盛弘股份为例。交

易行情显示，任子行8月4日低开6.67%，开盘价

为11.19元/股，盘中股价小幅震荡，最终收盘

报11.49元/股，跌幅为4.17%。盛弘股份8月4日

同样以下跌开盘，开盘跌幅为6.47%，但盘中股

价走高，最终以45.3元/股收盘，涨幅为5.35%。

此外，8月3日收函的新莱应材股价同样

在8月4日下跌，截至8月4日收盘，新莱应材股

价跌幅为2.56%。8月2日收函的联创股份股价

则于8月3日下跌3.97%，8月4日又继续上涨，

涨幅为5.53%。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层向概念

热点相关个股下发关注函是为了防止资金爆

炒，降低投资者资金追高被套的风险，给热点

炒作降温，引导资金做价值投资”。

金融系统业内人士武忠言则表示，“在股票

二级市场上，炒概念由来已久。概念股易被机

构、游资进行短期投机炒作。受羊群效应影响，

少数投资者按捺不住投机的冲动追高杀跌，风

险较高。对投资者来说，一定要理性投资，坚持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对监管层而言，应营

造守规则、讲秩序的市场交易环境，加强对投机

炒作行为的监管力度，对大额交易、频繁挂单撤

单等异动账户重点加以关注、预警并惩戒，加大

违规成本，让投机炒作者得不偿失”。

私人财富管理师武苏伟也提示投资者注

意风险。“概念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

以激发市场活力；但不是所有概念股都有实

打实的题材，有些只是跟风‘蹭热点’。因此，

投资者还是要深度挖掘股票的内在价值，选

择好行业和好企业，坚持价值投资，切不可盲

目跟风。”武苏伟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6只因股价暴涨收关注函

个股近期股价上涨情况一览

市值单日暴涨802亿元

8月4日，新能源成为了资金抢筹的热点，

板块内多股涨停，其中8000亿大牛股比亚迪

关注度最高。

交易行情显示，比亚迪8月4日高开

1.05%，开盘后公司股价呈现单边上行走势，

并在盘中突破300元大关，也是历史首次。午

后开盘，比亚迪保持高位震荡态势，临近收

盘，公司股价强势封上涨停板，股价报308.09

元/股，总市值高达8815亿元。

而在前一个交易日，比亚迪总市值为

8013亿元，仅一个交易日，公司总市值就增加

802亿元。

股价大涨之下，谁在抢筹比亚迪？

8月4日晚间，根据深交所官网披露的盘

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买一位置的是深股通

专用席位，买入金额6.56亿元，买三位置是机

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约为2.22亿元，买二、买

四、买五席位分别是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分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

方路证券营业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新港东路证券营业部，买入金额分别约为

3.16亿元、1.74亿元、1.59亿元。

卖出席位方面，卖一位置是深股通专用

席位，卖出金额约为7.07亿元，卖二至卖五席

位分别是招商证券交易单元、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新港东路证券营业部、机构专

用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嘉定区塔

城路证券营业部，卖出金额分别约为1.66亿

元、1.64亿元、1.4亿元、1.35亿元。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比亚

迪股价涨势明显，经统计，在5月10日-8月4日

这62个交易日，比亚迪区间累计涨幅达

114.03%，股价实现翻倍，同期大盘涨幅为

7.58%。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比亚

迪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据了解，比亚迪主要从事包含新能源汽

车及传统燃油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手机部

件及组装业务、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目

前也正在拓展城市轨道交通业务领域。2020

年，比亚迪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42.34亿元，同

比增长162.27%。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记

者表示，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是大势所趋，大

力发展新能源才能实现“双碳”目标，而光伏

和新能源汽车无疑是两大最好的赛道。

赶超中国人寿、中国石油

值得一提的是，历经8月4日的一个涨停

板，比亚迪总市值成功跻身A股总市值前10。

Wind显示，相较8月3日收盘总市值，比

亚迪成功赶超中国人寿、中国石油。截至8月4

日收盘，比亚迪总市值在A股排名第九，这也

是公司首次跻身A股总市值前十名，而中国石

油总市值则退居A股第11名，被挤出前十名名

单，中国人寿则从第九退居到第十。

截至8月4日收盘，中国人寿、中国石油总

市值分别约为8773亿元、8437亿元。

就目前A股总市值排名来看，贵州茅台仍

稳居第一，总市值达2.17万亿元，也仅这一股

总市值在2万亿元以上；总市值超万亿的还有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宁德时代、招商银行、农

业银行。

中国平安、五粮液、比亚迪、中国银行总

市值则相差不大，其中中国平安、五粮液总市

值分别为9798亿元、9102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A股总市值前十名

个股中，除了宁德时代之外，均为主板个股。

资料显示，宁德时代2018年6月登陆创业

板，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锂离子电池提供商，专

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8月4日，宁德时代也出现大涨

行情，当日大幅收涨7.16%，股价报569元/股。

从年内区间累计涨幅来看，宁德时代、比

亚迪涨幅位列第一、第二，其中今年以来宁德

时代区间累计涨幅已超六成。

财务数据显示，宁德时代自上市后业绩稳

步增长，其中2018-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分

别约为296.1亿元、457.9亿元、503.2亿元；对

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33.87亿元、45.6

亿元、55.83亿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分别约为31.28亿元、39.15亿元、42.65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8月4日，比亚迪（002594）强势涨停，股价突破300元大关，总市值达8815亿元，

仅一个交易日公司总市值增超800亿元。股价大涨之下，当日晚间，深交所也对外披

露了盘后交易信息，其中比亚迪获深股通买入6.56亿元，并卖出7.07亿元；获机构买

入2.22亿元，并卖出1.4亿元。另外，历经8月4日一个交易日，比亚迪成功将中国石油

挤出A股总市值前十，公司目前总市值在A股排名第九。

名称 时间区间 区间涨幅 最新收盘价

融捷股份 1月4日-8月2日 272.56%����������� 156.2元/股

联创股份 7月5日-7月30日 306.25%����������� 15.08元/股

盛弘股份 7月6日-8月3日 150.73%����������� 45.3元/股

任子行 7月1日-8月3日 102.88%����������� 11.49元/股

维宏股份 � 7月26日-8月2日 99.62%������������� 60.24元/股

新莱应材 7月29日-8月2日 46.2%�������������� 29.7元/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