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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花顺崩溃，股民如何避雷
周科竞

10月28日早间，同花顺App出现无法查看自选股、无法

查看交易账户等情形，似乎出现“系统崩溃”，不少股民表示

中招。对于股民而言，任何一家券商或者交易行情提供商的

软件都可能出现问题，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以防踩雷。诸

如，看盘软件要同时准备两种不同的，交易软件也同时要有

两种以上不同渠道，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还可以使用电话委

托等方式交易。

同花顺作为老牌行情软件，从中国股市成立之初就一

直存在，并成功从乾龙软件手中抢夺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但

随后各家券商都推出了自己客户专用的交易软件，此时品

牌繁多，但大家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客户把交易指令

发送给软件，软件通过券商提供的交易接口，把数据发送给

券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

然后交易席位报送到交易主机，完成成交。

这次同花顺App出现问题，而并没有听说其他渠道出

问题，大概率是同花顺的系统故障，所以投资者理论上还

是可以通过券商提供的专属交易软件进行交易的，那么投

资者一旦发现同花顺系统出现问题，第一时间还是应该转

换到券商自有系统，虽然这个系统界面并不那么熟悉，功

能也不完善，但至少它能把你的交易指令传递给交易主

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备用通道。

此外，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因为股市交投过于活跃而出

现堵单的情况，投资者买入了股票，等到想卖出的时候却

发现交易系统无法登录，等到软件恢复可以登录了，股价

却已经大幅下跌，这个损失无处追讨。耽误卖出的还可以

和券商说理，耽误买入的投资者可就惨了，明明发现一个

可以持续涨停的股票，就是因为交易系统的问题无法交

易，结果导致少赚了几个涨停板，这如何找券商说理？投资

者根本没办法证明自己当时确定买入某某股票。

对于同花顺等软件商而言，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

此类情况，诸如添置更多的交易服务器，更换速度更快、容

纳投资者更多的服务器。不管是哪个，只有一条，同花顺得

花钱，这体现出对投资者的服务意识，也是提高核心竞争力

的一种表现。

不过，本栏建议投资者还是要准备出更多的交易通道，

毕竟炒股的钱是自己的真金白银，要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看盘软件，无论是电脑端还是手机端，都应该准备至少

两款软件，交易软件同样，也需要两个不同渠道的，一个是

券商自带的，一个是其他途径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都无法

登录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所在券商，委托买卖下单。

除了软件方面，网络连接也很重要，不排除网络服务商

也有出问题的时候。总之，只有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

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不慌。

“包袱”资产成了摇钱树 延安必康业绩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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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5日新股破发 蒙眼打新时代已去？

北京商报2021.10.29

成大生物收跌27.27%

一度被认为是“大肉签”的成大生物，10

月28日上市首日的表现不免让投资者失望。

交易行情显示，成大生物10月28日开盘

低开18.19%，开盘后股价持续下跌。截至当日

收盘，成大生物收80元/股，跌幅为27.27%。成

大生物盘中最低下探至78.88元/股，最大跌幅

为28.18%。

据东方财富显示，成大生物10月28日全

天总共成交17亿元，换手率为53%。成大生物

的首发价格为110元/股，也就是说成大生物

开盘即破发。

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日，今年

共有404只股票圆梦A股。从上市首日涨跌

幅来看，成大生物跌幅最大，成为年内“最惨”

新股。

经北京商报记者粗略计算，若中签的投

资者选择在78.88元/股的位置卖出，中一签成

大生物则亏损15560元。

成大生物上市首日破发，打新的投资者

苦不堪言。有投资者表示“以前打新是赚钱，

现在是要命”，还有投资者表示“我现在都不

好意思说自己中签了”。

截至10月28日，成大生物的股东人数有

3.287万户。

针对公司上市首日股价破发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成大生物董秘办公室进行

采访，但对方电话一直显示“您所拨打的电话

正忙”。

招股书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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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核心产品包括人用狂犬病疫苗及乙脑灭活

疫苗，公司的人用狂犬病疫苗为目前中国唯

一在售的可采用Zagreb2-1-1注射法的狂犬

病疫苗，公司的乙脑灭活疫苗为目前中国唯

一在售的国产乙脑灭活疫苗产品。

财务数据显示，2018-2020年成大生物

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13.91亿元、16.77亿

元、19.96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

6.2亿元、6.98亿元、9.18亿元。

频现破发原因何在

事实上，成大生物上市首日破发仅是近

期上市新股的一个缩影。10月28日上市的戎

美股份走势同样疲软。

交易行情显示，戎美股份开盘即破发，

盘中股价一度低至27.53元/ 股。截至10月28

日收盘，戎美股份收28.79元/ 股，跌幅为

13.18%。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统计发现，自10月22

日以来，A股已连续5个交易日现新股破发的

案例，除了成大生物、戎美股份外，中自科技、

凯尔达、可孚医疗、中科微至、新锐股份等个

股均出现上市首日盘中破发的现象。

频现破发的原因何在？经济学家宋清辉

认为，新股破发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政策方面

新股发行节奏加快、近期市场人气不旺以及

市场各方盲目推崇“新股不败”而引发的持续

高价发行等因素影响。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谈到，近期

注册制下的发行定价机制再完善，刚把“联合

报低价”导致的频现首次融资不足、开市首日

涨幅10倍的异常情况进行了规范，结果又出

现了承销券商和发行企业盲目高市盈率发行

导致的新股接连首日破发现象。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认为，连续破发有

市场情绪的影响，在新规定价的新股出现破

发后，一些投资者会认为这个规则下定价的

新股都偏高了，然后就先回避了，导致出现连

续破发的情形，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再延续一

段时间。

“近期的连接首日破发已明显有点传染

性了，打新的投资者对破发的恐慌心理也被

传染了，因而破发效应不断扩散。”周运南亦

如是表示。

在宋清辉看来，注册制下，新股定价需要

注意估值加速分化问题。近两年来，注册制市

场化定价趋势已经越来越显著，“新股不败”

的神话已经被打破，新股破发渐成常态。新股

破发意味着新股的赚钱效应减弱，打新收益

逐渐降低，打新赚钱将来或不再是常态，“破

发”则会成为常态。与此同时，新股破发意味

着市场更加趋于理性化，有助于引导市场投

资者正确的价值投资观念。

足以可见，打新已不是一个蒙眼投篮就

能中的活儿了。“蒙眼”打新的时代已过去，那

么投资者还能打新吗？金融系统业内人士武

忠言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注册

制下新股的稀缺性有所下降，新股基本面的

差异导致上市后涨幅出现二八分化，近来新

股首日破发频现即是印证。因此，对于打新者

而言，精选优选个股尤为重要。要关注公司尤

其是高市盈率发行的公司是否具有持续成长

能力，可以从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

在行业中所占的地位、拥有的核心技术、经营

模式等多角度分析。

“打新的风险是无法回避的，除非不参与

新股市场。下一步，建议打新投资者除了股票

基本面，还需考虑一下自身接受风险的承受

力。”王骥跃如是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刘凤茹

子公司产品提价致业绩大涨

六氟磷酸锂价格的不断上涨让延安必康尝到

了“甜头”。

10月28日晚间，延安必康披露2021年三季报

显示，公司营收、净利双增，其中报告期内实现营业

收入约为55.91亿元，同比上涨8.8%；对应实现归属

净利润约为6.0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672.62%。

与此同时，延安必康也对外透露了公司2021

年全年业绩情况，公司预计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9.5

亿-10亿元，而在去年同期公司净利亏损10.71亿

元。不难看出，延安必康2021年将实现大幅扭亏。

而对于延安必康今年业绩大涨的原因，则主要

是六氟磷酸锂价格的上涨。

据了解，六氟磷酸锂是锂电池电解液中最重要

的溶质，并且是商业化应用最为广泛的电解液溶质，

而电解液是生产动力锂电池的关键原材料之一。

延安必康介绍，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带来的动

力电池及电解液需求的增长影响，锂电池产业链相

关的原材料价格较以前年度均有大幅度的上涨，尤

其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从2020年8月最低价7万元/

吨到2021年10月27日最低价51.5万元/吨，涨幅达

到635.71%。

资料显示，六氟磷酸锂并非延安必康直接生产

产品，系公司子公司九九久科技生产的新能源产

品。股权关系显示，延安必康是九九久科技的控股

股东，持有其87.24%的股份。

延安必康表示，六氟磷酸锂价格的上涨使得九

九久科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对公司业绩提升有

较大的贡献度。据延安必康2021年半年报，九九久

科技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2.11亿元，同比

上涨91.39%；对应实现净利润约为3.79亿元，同比

大涨598.94%。

交易行情显示，自今年7月以来，延安必康股

价迎来一波上涨，其中在9月23日盘中还创下

17.99元/ 股的年内高点。经东方财富数据统计，在

7月1日-10月28日这79个交易日区间，延安必康

区间累计涨幅达154.97%，同期大盘跌幅为6.05%。

资深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产品提价对上市公司业绩具有直接影响，这

也会提前反映在公司股价上。

另外，今年9月九九久科技还与亿恩科电池签

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九九久科技承诺在产品符

合产品技术参数要求及价格存在市场竞争力的前

提下，2022年供货不低于720吨；2023年供货不低

于3600吨；2024年供货不低于6000吨；2025年供

货不低于6000吨。

未甩掉的子公司“立功”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作为延安必康的业绩“功

臣”，九九久科技曾三度被上市公司转让未果。

纵观延安必康历史公告，最早在2018年8月，

延安必康与东方日升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上市公司拟向东方日升转让全资子公司九九久科

技100%股权，转让价格原则上不低于26亿元。

不过，该笔生意最终未能完成，延安必康仅向

东方日升转让了九九久科技12.76%的股权，仍是

九九久科技的控股股东。

之后在2019年10月29日，延安必康披露称，公

司与深圳市前海弘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前海弘泰”）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公司拟

向前海弘泰及其关联企业或前海弘泰指定主体转

让所持九九久科技全部87.24%股权。

筹划不足半年，延安必康2020年3月披露称，

上述转让协议终止。与此同时，延安必康还发布了

一份分拆所属子公司九九久科技至创业板上市的

预案，有意将九九久科技推向资本市场。

但事与愿违，2020年3月26日延安必康遭到了

证监会立案调查，因立案调查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在调查期间，上市公司暂缓了分拆九九久科技

上市的申报工作。

分拆上市无望后，2020年11月延安必康第三次

启动了转让九九久科技的计划，拟向深圳新宙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九九久科技74.24%股权，向自然

人周新基转让九九久科技13%股权，完成上述两项交

易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九九久科技股权。

但筹划逾两个月，延安必康今年1月表示，由于

本次交易至今未能确定具体的推进时间表，致使本

次交易的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各方协商一致同

意终止本次交易，这也意味着延安必康三度转让九

九久科技告败。

尚存超20亿逾期债务

虽然业绩成功扭亏，不过延安必康还有超20亿

元的逾期债务有待解决。

根据延安必康最新披露的公告显示，公司目前

共存在13笔逾期债务，共计23.68亿元，占上市公司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7.68%。此外，公

司还存在8笔逾期担保，共计11.91亿元，占上市公

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3.92%。

延安必康也表示，公司正与债权人沟通，制定

相关风险应对方案，并与相关各方保持沟通和方案

推进，争取尽快妥善处理上述担保与债务逾期事

项。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延安必康董

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债务逾期风险不容小觑，上市公司可能会面

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

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据了解，延安必康目前主营业务包括医药工

业板块、医药商业板块、新能源新材料板块以及药

物中间体（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板块四大类，

其中子公司九九久科技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新材

料及药物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六氟磷酸锂、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三氯吡啶

醇钠等。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A股最好命上市公司非延安必康（002411）莫属。10月28日晚间，延安必康对外披露了公司

2021年三季报以及全年业绩预告，其中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9.5亿-10亿元，同比大

幅扭亏。而对于公司业绩大涨的原因，则主要是产品六氟磷酸锂价格的提升，从2020年8月最低

价7万元/吨到今年10月27日最低价51.5万元/吨，涨幅达到635.71%。而六氟磷酸锂则是延安必

康子公司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九久科技”）生产的新能源产品。值得一提的

是，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为延安必康业绩“立功”的子公司九九久科技曾是公司想要甩掉的“包

袱”资产，2018年以来曾三度想要转让出手，不过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未曾料到，曾经被延安必康

嫌弃的子公司，如今却成了公司业绩的有力支撑。

上市日期：2021年10月28日

首发价格：33.16元/股

上市首日收盘价：28.79元/股

上市首日跌幅：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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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2021年10月27日

首发价格：62.3元/股

上市首日收盘价：53.55元/股

上市首日跌幅：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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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2021年10月26日

首发价格：90.2元/股

上市首日收盘价：78.81元/股

上市首日跌幅：12.63%

中
科
微
至

可
孚
医
疗

上市日期：2021年10月25日

首发价格：93.09元/股

上市首日收盘价：88.97元/股

上市首日跌幅：4.43%

上市日期：2021年10月22日

首发价格：70.9元/股

上市首日收盘价：66.03元/股

上市首日跌幅：6.87%

中
自
科
技

“中签如中刀”“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中签了”……近期A股频频上演

新股上市首日破发的剧情，让投资者苦不堪言。10月28日，新股破发仍在持续。

成大生物（688739）、戎美股份10月28日开盘即破发，且未能翻盘。其中成大生

物收跌27.27%，成为年内上市首日跌幅最大的新股。而自10月22日以来，A股

市场已连续5日现新股破发。

上市日期：2021年10月28日

首发价格：110元/股

上市首日收盘价：80元/股

上市首日跌幅：27.27%

成
大
生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