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9.15 北京商报

上市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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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源通信停牌前涨停引质疑
元，换手率为10.22%。9月14日成交金额为
1
.74亿元，而9月9日、10日、13日3个交易日汇
汇源通信（000586）二股东要上位了。9月14日晚间，汇源通信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
源通信成交金额分别为3627万元、1997万元、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蕙富骐骥”）和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鼎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耘科
1
546万元。可以看出，较前几个交易日相比，9
技”）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二股东可能上位成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股票自9月15日开市起停牌。而蹊跷的是，在停牌
月14日成交金额出现明显放量。
公告前，9月14日汇源通信收获了一个涨停板，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这是汇源通信在今年内的首次涨停，不免使市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涨停系汇源通信
2
0
2
1年内首次涨停，而在蹊跷涨停之后就
场质疑汇源通信是否存在内幕消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发布重大事项停牌，难免引发市场投资者的
质疑。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通常情况下，上
汇源通信9月10日-14日股票交易情况一览
市公司公告重大事项停牌前，
出现股价涨停的
9月10日
情况，容易被市场质疑存在消息提前泄露、可
■成交金额
1997万元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能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汇源通信股吧中，
股民也纷纷提出质疑，有多位股民质疑公司
8.27元/股 8.17元/股 -1.33%
可能存在内幕交易，本次涨停并不寻常。
9月13日
资料显示，汇源通信主要业务为通信光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1546万元
纤和电力光缆、在线监测、塑料光纤、通信工
程施工和高速机电工程。主要产品包括电缆、
8.16元/股 8.17元/股 0
光缆、电力系统特种光缆、预制光缆、预制电
9月14日
缆等。2021年上半年，光纤、光缆及相关产品
17400万元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业务收入占汇源通信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8.18元/股 8.99元/股 10.04%
97.27%，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汇源通信近两年来业绩表现情况较好。
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起，汇源通信开始实
现业绩增长。2018-2020年，汇源通信分别实
30%。也就是说，鼎耘科技可能要上位成为汇 2017年11月，李红星就拟通过当时其控制的
现营业收入4.27亿元、4.34亿元、4.85亿元；
北京鸿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公司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 源通信的控股股东。
停牌前股价蹊跷涨停
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289.7万元、838.1
汇源通信表示，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 鸿晓”）入主汇源通信，但几经周折，最终以失
9月14日晚间，汇源通信发布公告称，公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汇源通信本次停牌前股 万元、2437万元。2021年上半年，汇源通信实
现营业收入2.13亿元，同比增长32.92%；对
司于9月14日下午收盘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9月15日开市起停牌，预
2019年起，鼎耘科技不断举牌汇源通信， 价出现了提前涨停的情况。
蕙富骐骥和公司第二大股东鼎耘科技发来的 计复牌日期为9月24日。
交易行情显示，9月14日，汇源通信小幅 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1526万元，同比增长
彼时，市场上就有对鼎耘科技谋求汇源通信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申请股票停牌的函》，二
高开0.12%，开盘价为8.18元/ 股，盘中股价不 970.98%。
据了解，截至6月30日，蕙富骐骥持有汇 控制权的猜测。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
者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汇源 源通信4000万股股份，占汇源通信总股本的
穿透鼎耘科技股权关系，嘉华东方控股 断拉升，并于当日下午开盘后封上涨停板。
通信定向增发股票以及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 20.68%；鼎耘科技持有汇源通信2727.33万股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鼎耘科技57.14%股权， 不过，封板后不久，汇源通信被砸开涨停板， 电汇源通信董事会秘书进行采访，对方表
示，“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目前正在开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等重大事项。公告显示，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1%。
家家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鼎耘科技 之后再度封上涨停板，最终以涨停收盘。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手方为鼎耘科技，将在现
截至9月14日收盘，汇源通信报涨停价 车，不方便接受采访”。
值得一提的是，鼎耘科技法定代表人、执 股权比例为38.57%，李红星作为自然人持有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有股权基础上，变动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行董事李红星和汇源通信早有渊源，早在 鼎耘科技4.29%股权。
8.99元/ 股，涨幅为10.04%，总市值达17.3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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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0个月 成大生物获证监会放行
作为A拆A首家过会企业，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生物”）一直被市场寄予A拆A第
一股的厚望，不过，公司却在注册阶段拖了后腿。距离公司提交注册近10个月，成大生物9月14日晚间获批
注册，这也意味着公司得到了证监会的放行，即将登陆A股资本市场。经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目前科创板注
册市场上，还有安旭生物、中数智汇等11家企业提交注册已超半年时间，目前尚未注册生效。

成大生物获批注册
9月14日晚间，证监会发布消息显示，同意成
大生物科创板IPO注册。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成大生物注册阶段历
时较长。纵观成大生物IPO之旅，公司招股书在
2020年5月8日获得受理，之后在当年9月25日上
会通过，当年11月25日公司便提交了注册申请。
不过，提交注册后，成大生物却迟迟未能获
得证监会放行。如今，时隔近10个月，成大生物
终于获批注册。根据证监会下发的注册阶段问
询问题显示，主要对成大生物的销售费用率进
行了追问。
据了解，成大生物是一家专注于人用疫苗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生物科技企业。2017-2019
年，公司的人用狂犬病疫苗产品销量连续三年位
列全球第一名，公司核心产品包括人用狂犬病疫
苗及乙脑灭活疫苗，这也是公司的主要收入和利
润来源。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拥有24个在研
项目，其中16个在研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2
个在研项目已取得临床批件，5个在研项目进入
临床I期。
数据显示，2018-2020年，成大生物人用狂
犬病疫苗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2.59亿元、15.67亿
元和19.24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90.51%、93.46%和96.42%，实现毛利金额分别为
10.7亿元、13.45亿元和16.63亿元，占主营业务毛
利金额比重分别为90.38%、93.6%和96.63%，单
一产品销售及毛利占比较高。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成大生
物董事会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
接听。

成大生物科创板IPO进展一览
时间
2020年5月8日
2020年6月3日
2020年9月25日
2020年11月25日
2021年9月14日

状态
获受理
已问询
过会
提交注册
获批注册

元/ 股，总市值为111.4亿元。
如今，在A拆A纷纷落地上市的背景下，成大
生物终于也要如愿登陆A股市场。
财务数据显示，2018-2020年，生益电子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3.91亿元、16.77亿元、
19.96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6.2亿
元、6.98亿元、9.18亿元。

11家公司提交注册已超半年

成大生物获批注册后，科创板市场还有11家
注册“难产生”。
根据证监会最新披露的科创板申请注册企业
系首家A拆A过会企业
基本情况表显示，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旭生物”）、上海翼捷工业安全设
成大生物是上市公司辽宁成大的控股子公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捷股份”）、南京森
司，也是A拆A首家过会企业，被寄予A拆A第一 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根科技”）、北
股的厚望。
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数智
股权关系显示，成大生物控股股东辽宁成大 汇”）、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企
持有公司60.74%的股份，具有绝对控制权。最早 业均提交注册已超半年时间，不过仍未获批注册。
在2020年4月，辽宁成大公告称，拟将其控股子
其中，安旭生物提交注册时间排在成大生物
公司成大生物分拆至科创板上市。之后，成大生 之后，2020年12月31日提交注册申请；翼捷股
物2020年9月25日过会，这也是市场上首家A拆 份、森根科技、中数智汇3家企业则均在今年1月
A过会企业。
提交了注册申请；剩余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
成大生物过会时，A拆A市场关于第一股的 公司、广州创尔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邦彦技
竞争激烈，华宇软件、大族激光、上海建工、冠城 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则均在今年2月提交
大通、生益科技均加入了这一赛道。其中，生益科 了注册申请。
技旗下生益电子在2020年10月16日也上会获得
就大多数企业的注册时间来看，历时超半年
通过。
未获批注册的企业并不多。
与成大生物相比，生益电子的注册之路走得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较为顺利，2020年12月9日提交注册后，时隔不 注册程序落后的企业一般被认为存有一些其他
足一个月，在今年1月5日获批注册，之后在2月 待解决事项，但也不一定就存在问题，可能只
25日正式登陆A股市场，成为A拆A第一股。
是需要时间进行回复。
截至9月14日收盘，生益电子股价报13.39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老周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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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概念能否持续
要看利润转化
周科竞
如果是纯粹的投机炒作，元宇
宙概念已经出现泡沫，但如果能够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润，那么就要
依据利润增长看股价的高低，投资
者追涨需谨慎。
中青宝股价从9月7日开盘价
8.28元，经过6个交易日最高上涨到
19.8元，最新报18.85元，股价涨幅
超过100%，股价上涨的原因是因为
公司涉足元宇宙概念，市场对此进
行了充分炒作，公司的动态市盈率
水平也上涨到200倍以上，仅从现
在的财务数据看，公司股价已经具
有很高的泡沫。
从中青宝的基本面看，公司原
本股价就不算便宜，得益于2亿多
股的袖珍总股本和并不太高的绝
对股价，而2020年度中青宝的归属
净利润还是亏损的。所以本栏说，
如果元宇宙概念只是一种炒作题
材的话，那么目前已经存在较大
的泡沫，如果中青宝想要真正获
得长期的业绩支撑，就需要元宇
宙概念真正把公司利润提升一个
层次，把概念真正转化成净利润，
这样才能让公司股价不仅能够稳
定在现在的水平，还能在未来更
上一层楼。
从中青宝的现在股价看，如果
说公司能够成为一家成长性很好
的潜力股，市盈率怎么也不应该
超过80倍，最好是50倍以内，那么
如果是20元的股价，年度每股收
益最好能够提高到4毛钱以上，
这就需要中青宝的元宇宙概念业
务 为 公 司 至 少 提 供 每 股 3毛 钱

的净利润，即每年产生利润不少于
7500万元。
不过考虑到元宇宙概念目前
仍然处于初期，产生巨大利润的可
能性并不大，投资者也可以适当降
低预期，但是如果中青宝的年度利
润不能出现超过2016年以来的最
高净利润水平，那么投资者就没有
足够的理由认为元宇宙概念能给
公司足够的业绩增长。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各种概念
和题材都会越来越多，从过往的历
史看，区块链概念等都没能成功把
题材转化为净利润，元宇宙虽然有
看起来更接地气的应用场景，但是
能否把人气转化为利润还有待观
察，如果最终元宇宙概念也只是一
个炒作题材的话，那么中青宝的股
价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投资价值本
身。但如果元宇宙的应用真的获得
巨大利润，那么中青宝将能获得更
高的股价和更大的价值。
基于互联网的新应用还会越
来越多，或许元宇宙还没炒作完就
会有新的概念提出，投资者参与元
宇宙的炒作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
以本栏认为，投资者如果没能在股
价低位参与元宇宙的炒作，那么在
现在的股价高位，也不宜再盲目追
高，毕竟好的股票那么多，投资者
没必要高位追涨。但是如果未来有
新的概念出现，在行情的早期适当
参与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了炒作的
中后期，概念炒作的性价比就很不
划算了，投资者最好还是不要参与
鱼尾行情的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