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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上市热 年内6股实现“A+H”
康宁医院等欲回A
在两地上市热的背景下，康宁医院、诺诚
健华均欲回A，谋求“A+H”两地上市。
前次回A告败后，康宁医院欲再度向A股
发起冲击。据康宁医院在港交所发布消息显
示，为了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
力，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深
交所创业板上市。此次发行上市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
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10%。
首发募集资金方面，康宁医院拟募资3.02
亿元，投向温州康宁台州中心医院建设项目、
温州乐宁老年护理中心项目、浙江怡宁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社会心理服务台体系建设研发
项目，分别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约为1.6亿元、
1.05亿元、3689万元。
资料显示，康宁医院主要为精神和心理
疾病患者提供专科医疗服务，2015年登陆港
股之后，公司曾在2017年冲击“A+H”。彼时，
由于声称我国有1.8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康宁
医院成为了市场关注的对象。排队数月之后，
康宁医院在2018年1月上会惨遭被否。此次冲
击创业板，已是康宁医院二度谋求“A+H”。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康宁
医院方面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除了康宁医院之外，诺诚健华也在寻求
回A。据上交所官网显示，已在港股上市的诺
诚健华，科创板IPO获得受理，公司拟募资40
亿元。
招股书显示，诺诚健华是一家创新生物医
药企业，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的主要
产品之一奥布替尼已于2020年12月获得国家
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6款产品处于I/ II/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8款产品处于临床前阶段。
2018-2020年以及2021年1-3月，诺诚健
华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为-5.5亿元、-21.41亿

“精神病院第一股”康宁医院要再次
冲刺A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包含康宁医院、诺诚健华
等在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谋求“A+H”
两地上市。经Wind统计梳理，目前“A+H”
股共有135只，仅今年以来就有中国电
信、时代电气、中集车辆等6股实现
“A+H”。据了解，“A+H”两地上市目前仍
包含“先H后A”“先A后H”“A+H同步”三
种模式，其中“先H后A”仍是主流。业内人
士指出，企业都有多
元投融资需求，预计
“A+H”两地上市会
成为今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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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实现“A+H”两地上市个股一览
元、-3.91亿元和-1.48亿元。截至2021年3月31 “A+H”两地上市。
整体来看，自2019年以来，实现“A+H”
日，公司累计未弥补亏损余额为36.45亿元。
两地上市的企业数量较此前明显增多。经
Wind统计，截至9月21日，市场上“A+H”股
“A+H”企业数量增多
共有135只。
经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统计，截至9月21
就上述135股的业绩表现来看，今年上半
日，年内已有6股实现“A+H”两地上市。
年共有上海电气、南方航空、山东黄金、*ST拉
具体来看，已在港股实现上市的重庆银 夏、山东墨龙、京城股份等10股亏损，其中
行、中集车辆、复旦微电、中国电信、时代电气 *ST拉夏、南方航空等个股在2020年就处于
5股，分别在今年2、7、8、8、9月登陆A股市场， 亏损状态。
成功回A；已在A股上市的昭衍新药今年2月
以净利增长幅度来看，上海电气上半年净
则在港股实现上市，上述6股在年内圆梦 利跌幅最高，达-426.59%；跌幅超100%的还

有山东黄金、中船防务两股；跌幅在10%-100%
之间的则有海普瑞、德利股份、东江环保等10
股；大唐发电、海螺水泥、*ST东电等5股跌幅
在10%以下。
中国铝业、中远海控、洛阳玻璃、庄园牧
场、康希诺等8股上半年净利增幅则在
1000%以上。以康希诺为例，公司今年上半
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9.37亿元，同比增长
1016.94%。
对于公司业绩大增的原因，康希诺表示，
公司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
体）已获得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的紧急使用

节后首日迎千亿解禁！鹏鼎控股解禁市值居首
9月22日，A股迎来中秋小长假后的限售股解禁小高潮。据Wind统计，9
月22日共有36股部分限售股解禁，以最新收盘价计算，36股合计解禁市值
达约1197亿元。其中鹏鼎控股（002938）的解禁市值居首，超520亿元。值得
一提的是，在限售股解禁之际，奕瑞科技的股东们也忙着减持套现，这意味
着奕瑞科技面临不小的压力测试。
值同样超百亿。数据显示，思瑞浦、郑州银行9月
22日分别对应的解禁市值约131.06亿元、109
A股迎千亿解禁小高峰
亿元。
据Wind数据统计，9月22日，A股共有36只
Wind披露的数据显示，上述36股解禁的
个股部分限售股迎来解禁。
股份类型包括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定向增
经北京商报记者统计，9月22日，36只个股 发机构配售股份、首发机构配售股份、首发一
合计解禁的股份数量约63.07亿股。具体而言， 般股份、股权激励限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
锦江酒店、蓝特光学、捷昌驱动、■兴股份、百亚 份等。
股份、金力永磁、鹏鼎控股、郑州银行8股的解禁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限售股解禁是一
数量在1亿股以上，其中鹏鼎控股、郑州银行2 种选择权，而不是必须执行的权利，解禁规模不
股的解禁数量则超10亿股。
等于实际减持规模。具体个股要具体分析，重点
Wind数据显示，9月22日郑州银行有约 关注解禁个股的基本面、解禁类型等因素。
31.41亿限售股解禁，是单日解禁股份数量最多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称，解禁比例更能
的个股。鹏鼎控股有约16.83亿股限售股于9月 够反映解禁对股价的影响程度。根据Wind
22日解禁。经计算，郑州银行、鹏鼎控股在9月 数据计算，限售股即将解禁的36股中，有16
22日合计解禁股份数量约48.25亿股，占单日36 股此次解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超过10%，
股合计解禁股份数量的比例约76.49%。
其中有8股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若以最新的收盘价计算，上述36只股票的 超30%，鹏鼎控股、路德环境2股的解禁比例
解禁市值合计约1197.14亿元。据Wind数据统 超50%。
计，36股中，有25股的解禁市值超1亿元，包括
东湖高新、壶化股份、九安医疗等个股。德利股
奕瑞科技多股东抛减持计划
份、宁德时代、蓝特光学等11股的解禁市值超
在限售股迎来解禁之际，有公司的股东已
10亿元。
按个股解禁市值排名，鹏鼎控股的解禁市 忙着减持套现，诸如奕瑞科技多股东抛出了减
值居首位，约520.95亿元。计算可知，鹏鼎控股 持计划。
据公告，奕瑞科技9月22日部分解禁的限
解禁市值占到9月22日合计解禁市值的比例约
售股包括首发限售股、战略配售限售股两种类
43.52%。
除鹏鼎控股外，思瑞浦、郑州银行的解禁市 型，合计解禁股份数量约2413.98万股，对应的

解禁市值达约81.54亿元。
奕瑞科技披露的公告显示，公司股东天
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津红杉”）、北京红杉信远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红杉”）、
苏州工业园区禾源北极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北极光”）、上海辰
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辰
岱”）、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辰知德”）拟组
团减持。
具体来看，天津红杉、北京红杉自2021年9
月22日后的6个月内（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
个交易日内不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拟通
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奕瑞科技合计不超过535.1087万股股份，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7.38%。苏州北极
光同样计划在2021年9月22日后的6个月内拟
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89.13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奕瑞科技股份总数的1.23%。
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拟合计
减持奕瑞科技不超过543.4783万股股份，拟减
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7.5%。经计
算，上述股东拟合计减持奕瑞科技不超过
16.11%的股份。以奕瑞科技目前337.79元/ 股
的股价粗略计算，这些股东合计套现金额逾39
亿元。
天津红杉、北京红杉、苏州北极光、上海辰
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所持的股份均为奕瑞
科技IPO前取得。对于减持的原因，奕瑞科技的
公告均显示系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在许小恒看来，就以往大量解禁后的个股
二级市场表现来看，解禁个股的股价会有短期
的利空影响，奕瑞科技也将面临压力测试。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奕
瑞科技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并
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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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成未来主流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两地上市可以为企业获
得更多的外源融资，预计“A+H”将成为未来
主流趋势。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A+H”两地上市主要分为“先H后A”“先
A后H”“A+H同步”三种模式，最初主要是
“先H后A”实现两地上市，之后中兴通讯成为
我国首家“先A后H”上市公司，该模式开始不
断出现，这种模式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的逐
步完善，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现状，“A+H”同步
上市的情况则较少，主要案例是工商银行、中
信银行。
就目前的135家“A+H”股来看，“ 先H后
A”仍是主流，超100家企业是“先H后A”实现
两地上市。
不过，今年以来也有部分企业“A+H”计
划告败。以百奥泰为例，公司2020年2月登陆
科创板，之后在当年6月公司宣布拟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上市。
筹划逾一年时间，今年9月18日，百奥泰
披露称，鉴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经审慎研
究，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申请。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A+H”上市可以缓解公司融
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可以为企业
获得更多的外源融资，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进而促进企业成长，这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谋求“A+H”的原因。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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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奕瑞科技
刚解禁就被巨量减持
周科竞

奕瑞科技中秋节后部分限售股
解禁，跟着解禁而来的还有多家股东
合计减持16.1%的公告，如何看待如
此大手笔的减持？投资者又应该如何
应对？
奕瑞科技显然是一只高价股，历
史上最高股价曾达470元，其发行价
本身已经高达119.6元，上市首日开盘
价170.2元，其后股价一路调整，最低
下探至144.02元，由此可以发现，不管
是170.2元的上市首日开盘价，还是
119.6元的发行价格，并不能说定价明
显低估。
如果奕瑞科技的股价只是在
100-200元之间震荡，那么或许这并
不能说明它的走势超强。但在2021年
4月19日，奕瑞科技的股价突破了200
元大关，并且一路走高，最高上涨至
470元。然而，奕瑞科技的2020年度每
股收益只有3.77元，即使是按照目前
最新的股价337.79元计算，其市盈率
也接近100倍。如果按照奕瑞科技
2021年半年报2.89元/ 股的收益计算，
其动态市盈率也高达58.4倍，而且它
的净资产值仅为38.16元/ 股，即它的
市净率水平已经接近10倍，这就是
说，奕瑞科技的股价并不能算便
宜，此时原始股东毫无顾忌的减持
行为也说明了他们对股价的看法。
现在持有奕瑞科技的投资者，不
排除很多人是从高位追高买入并套
牢至今的，他们在看到16.1%的股份
要减持的时候，心里一定会很焦虑，
会有人谴责减持行为，也会有人悔恨
不应该高位接盘，但本栏想说的是，

在本栏过往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了一
件事情，就是新股上市后是投机炒作
的黄金时段，因为此时没有套牢盘，
也没有大股东减持，但是到了临近一
年的时候就会有股份解禁，而此前还
有可能有大资金刻意拉高股价，以抬
高减持价格。
因此，在本栏看来，投资者在这
个时点上仍然持有奕瑞科技本身就
是对大股东减持的不重视，投资者不
要幻想大股东会为了投资者的利益
而不减持股份，在利益面前，一切都
非常苍白，而且大股东也没有任何义
务去为了考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感
受而痛失高位减持的机会。
过高的股价造成了奕瑞科技原
始股东刚解禁就减持股份，虽然不能
简单地说大股东的集中减持就是不
看好奕瑞科技未来的发展，但是大比
例的减持势必会对奕瑞科技股价短
期的走势造成冲击。或许投资者只能
期待未来公司业绩持续增长，股价在
业绩的支撑下不断提升，并最终能够
解套获利。
对于比较激进的投资者，会考虑
在大股东减持股票前先行卖出，等待
他们卖出股票引发股价下跌后再重
新买回，这样做虽然有踏空的风险，
但是从数学期望上看，这样的操作应
该是正收益的。当然如果投资者能够
不去买入上市时间接近一年的股票，
将能避免很多大股东减持的风险，尤
其是那些在上市时间接近一年时股
价还出现较大涨幅的公司，试想，原
始股东怎能经受住如此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