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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瑞仪器看概念炒作的无厘头
周科竞

天瑞仪器今年前9个月卖检测

试剂仅获利9万余元，但股价却连

续涨停，其中的风险不可小视，投

资者不要盲目追高。

12月2日，天瑞仪器在连续3天

“20cm”涨停后出现高位震荡的走

势，收出带长上影线的中阴线，公

司股价的意外上涨，主要是受到了

天瑞仪器子公司销售新冠病毒检

测试剂盒的影响，但是天瑞仪器的

相关业务1-9月仅实现9万余元的

利润，支撑连续3个“20cm”涨停确

实有些牵强。

如此看来，市场对天瑞仪器的

炒作逻辑就显得有些非理性，天瑞

仪器是不是主营新冠病毒试剂盒

已经不重要，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是

不是高也不重要，天瑞仪器的股价

上涨完全是被部分大资金强力追

捧出来的。此时的天瑞仪器，更像

是游资等大资金炒作的工具。天瑞

仪器有没有热门概念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大资金看中了这只股票，想

要借机短炒一把。

然而，投资者要知道，这样的

无厘头炒作风险很大。一方面，由

于缺乏坚实的炒作基础，所以股价

很难长期维持高位。概念炒作经常

有，但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

存在某种概念，那么此类概念炒作

的安全边际会相对高一些，毕竟不

属于无厘头炒作。另一种就是完全

没有概念的瞎炒。这样的炒作最终

都是短期暴涨暴跌，涨得快，跌得

也快，归根到底还是没有支撑股价

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无厘头炒作的过

程中，标的股票更容易被监管重点

关注。这是因为无厘头炒作很容易

滋生大资金操纵股票等违法违规

行为，监管层一直都是重点关注，

因而，投资风险也更高。

众所周知，最稳健的投资方式

是价值投资，即寻找经营业绩稳健

的标的进行中长期布局，相比之

下，概念炒作就面临较高的投资风

险，但和概念炒作相比，无厘头炒

作的风险更大，无厘头炒作甚至可

能出现在短期内涨幅归零甚至为

负的情况，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投

资者的注意。

面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门炒

作概念，投资者应该擦亮双眼，

概念炒作并非不存在投资机会，

但一定要学会甄别。像抗疫概念

这样的题材，已经炒作了多轮，

公司股价都不便宜，现在再用9

万元盈利支撑3个“20cm”涨停，

蕴含的风险可想而知，投资者此

时如果追高买入，不排除有高位

套牢的风险。

对于天瑞仪器一样的无厘头

炒作，在投资者大多知道其试剂盒

销售业务微乎其微之后还有多少

投资者敢去追高这样的一只股票？

而且，在热门概念股的炒作行情

中，参与的投资者多为短线投机

客，一旦概念被证伪，这些投机客

很可能出现集中出逃的情况，届时

股价出现重挫也是有可能的。对于

那些早期低位参与的投资者而言，

可能还会有一些收益，但对于那些

高位追涨的投资者来说，面临的可

能就是深度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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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未成款项被坑 诺德股份拍卖应收债权

江山股份重组又折戟“闷杀”1.4万户股东

北京商报2021.12.3

终止重组后股价跌停

受重组终止的利空消息影响，江山股份

12月2日“一”字跌停。

交易行情显示，12月2日，江山股份以跌

停价40.93元/股开盘，公司股价全天封死跌

停，截至当日收盘，仍有13.46万手卖单在排

队出逃，公司目前总市值为121.6亿元。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末，江山股份共有股

东1.4万户。

消息面上，12月1日晚间，江山股份披露

称，公司拟终止购买福华通达全部股份。据了

解，江山股份上述重组构成借壳上市，是为

了解决与公司第二大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

问题，最初在今年3月29日披露了重组停牌

公告。

对于重组终止的原因，江山股份表示，鉴

于今年下半年以来标的公司主产品草甘膦市

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且公司现股价与重组

首次董事会锁定的股价价差较大，截至目前

相关方对交易方案尚未最终达成一致，现阶

段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

于上述原因，公司预计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通

知。经审慎研究分析，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根据《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董事会在6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而江山股份在今年4月

13日披露重组预案，截至重组终止，公司已

两次披露过延期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需要指出的是，江山股份上述重组被投

资者寄予厚望，完成资产收购后，上市公司将

拥有不少于29.5万吨/年农药原药产能，其中

草甘膦原药产能为22.3万吨/年，草甘膦是全

球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品种，一旦重组完成

也将重塑行业格局。

在重组预期下，江山股份复牌后股价也

迎来一波大涨，经东方财富数据统计，在4月

13日-9月22日这111个交易日，江山股份区

间累计涨幅达169.44%，同期大盘涨幅为

6.32%。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高预期下重组终止，无疑会打击投资者

的投资热情，这也是公司前期股价大涨之后

的正常回调。

重组终止的消息披露后，上交所也迅速

向江山股份下发了问询函，主要提出了三大

问题，包括结合同业竞争的具体范围情况，说

明后续解决方案，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

风险提示不充分的情况等。

针对公司未来是否还会重启收购福华

通达等相关问题，江山股份证券部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些问题目前不能对外回复，还是关注公司

回复函。”

上市后重组三连败

经北京商报记者梳理，自上市后江山股

份共筹划过三次重组，但均以失败告终。

资料显示，江山股份2001年登陆A股资

本市场，公司主要从事以除草剂、杀虫剂为主

的农药产品，以特种化学品、化工中间体、氯

碱、新材料为主的化工产品，以及热电联产蒸

汽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上市十多年，江山股份一直未筹划过重

组事宜，直至2015年底。当年12月28日，江山

股份因重组事宜开始停牌，公司拟采取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江苏常隆化工有限

公司80%股权和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35%

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位特定对象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不过历时4个月，江山股份2016年4月27日

披露了终止重组公告，称未能与交易对方就相关

核心交易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重组。

时隔逾一年时间，江山股份2017年8月1

日再度披露了重组停牌公告，称为丰富公司

农药产品线，快速扩大农药销售规模，拟采

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

购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恒隆”）全部股权，江苏恒隆主营农药

原药、农药制剂及化工中间体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

但二度重组仅筹划了不到3个月，江山股

份便在2017年10月24日宣布终止，称双方未

能在交易价格、交易方式（发行股份及现金支

付的比例）等关键条款上达成一致。

江山股份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上市后确实筹划

过这三次重组，但终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

针对未来是否还会寻求并购加码公司产业等

相关问题，江山股份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则并

未正面回复。

据了解，在今年草甘膦价格上涨的背景

下，江山股份业绩表现也较为亮眼，今年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47.93亿元，同比增长

27.22%；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5.25亿元，

同比上涨101.1%。

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在全球农化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国内

农药行业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的行业背景

下，并购重组已成为行业内龙头企业应对挑

战、抢抓发展机遇的重要手段，不排除江山股

份未来会继续寻求相关并购。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作为国内草甘膦行业两大巨头，江山股份（600389）和四川省乐山市福华

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华通达”）将重组一事让上市公司股价迎

来一波大涨。不过，筹划8个月后，市场却等来了公司重组终止的消息。利空打

击下，江山股份1.4万户股东也遭到“闷杀”，公司股票12月2日“一”字跌停。值

得一提的是，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自上市后，江山股份重组进行得并不顺心，

欲丰富公司农药产品线，公司也曾在2015-2017年间先后筹划过两次重组，均

拟收购相关资产，但却都以失败告终。

时间

11月12日

11月23日

12月2日

江山股份

近期二级市场表现一览

公开拍卖转让应收债权

八年前一桩未成行的收购，诺德股份至今

未能追回支付的价款。如今诺德股份选择公开

拍卖转让应收债权。

12月2日晚间，诺德股份发布公告称，公

司于2021年12月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拍卖转

让应收债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拍卖的

方式整体转让厚地稀土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

用费等应收债权（以下简称“应收债权”）。拍卖

价格按账面价值和经评估后的评估值孰高者

为准。

该事项牵出一桩八年前的旧事。2013年1

月4日，彼时诺德股份拟收购成都市广地绿色

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广

地”）持有的厚地稀土不低于73.33%的股权，双

方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此后就收购事件，诺

德股份与成都广地签订了多份《股权转让协

议》和补充协议，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

确收购厚地稀土股权的前提条件是成都广地

完成附件一约定的18项前提条件。协议签订

后，诺德股份向成都广地支付了3.5亿元定金和

1亿元股权转让款，合计4.5亿元。

但最终该收购以终止收场。“2013年至今，

上述收购事项因交易对方一直未能按时完成

前述协议全部附件中所列示的作为收购前提

条件的全部工作，因未向公司如实陈述标的公

司的或有债务情况导致厚地稀土全资子公司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采矿权证被查

封冻结，至今未能解除上述权利瑕疵。因上述

原因，公司一直未能完成本次收购，公司决定

终止收购。”诺德股份曾如是表示。

收购终止后，诺德股份曾一度申请仲裁，

而后与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达成

和解。根据《和解协议》，成都广地应向诺德股

份退还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资金占用费合计

5.78亿元，彼时考虑到成都广地短期内无力

偿还欠款，诺德股份同意按7.7折减免债务，

即按4.45亿元清偿债务，但必须在三年内全

额付清（2017年4月27日-2020年4月26日），

若成都广地未能在三年内付清4.45亿元，债

务减免取消，成都广地需按5.78亿元向公司

清偿债务。

《和解协议》生效后，诺德股份也将厚地稀

土股权进行退回，然而债务人至今分文未付。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无奈之下，诺德股

份选择公开拍卖转让应收债权。

债务人被列为失信执行人

诺德股份曾表示，公司通过收购厚地稀土

进入稀土开采业务，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对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行业布局，切实提高

公司竞争力；公司将综合利用公司治理和管理

经验的优势，合理开发厚地稀土所持有的稀土

资源，提高稀土资源采收率和综合利用水平。

如今看来，诺德股份着实被坑惨。不仅钱

要不回来，债务人还被列为失信执行人。

据了解，成都广地成立于2000年4月10日，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林木果树种植，生态旅游服务，房地产开发，绿

化工程设计、施工，叶面肥料生产（仅限分公司

经营）、销售，投资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显示，刘国辉、张平筑、刘弋帆、

沙力之、刘国芳分别持有成都广地60%、25%、

5%、5%、5%的股份。由于成都广地债务缠身无

法履行到期债务，已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法院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另外，成都广地目前约存在

18宗诉讼尚未了结。

厚地稀土成立于2011年3月25日，法定代

表人为刘国辉，注册资本为9亿元，刘国辉也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诺德股份称，此次交易目的是为了尽快收

回资金，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减少对公司的影

响，专心主业经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在披露公开拍卖转让应收债权的消息后，

也引起投资者的讨论。有股民表示，拍卖不成

功对公司没影响，但是拍卖成功了对公司的影

响就大了，还有股民直言“大利好，若拍卖成功

所得金额就是今年的全部利润”。

据了解，诺德股份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用

电解铜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

于锂电池生产制造。财务数据显示，诺德股份

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3.22亿元。

诺德股份在披露的公告中也谈到，公司已

于2016年1月28日召开董事会，对公司已支付

的转让价款及资金占用费5.78亿元在2015年

度进行全额计提减值损失。此次拍卖若成交，

可能会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针对此次公开拍卖转让应收债权的具体

事项，诺德股份董秘办公室相关人士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在公告中只是披

露了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做了风险

提示”。

诺德股份董秘办公室相关人士进而表示，

目前只是公司董事会通过了议案，此次交易还

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才可以。

北京商报记者刘凤茹

为了优化公司对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行业布局，八年前诺德股份

（600110）曾筹划收购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地稀土”）的

股权。折腾了几年，诺德股份的收购计划并未如愿，同时诺德股份也被坑惨，至

今也未能讨要回已支付的转让价款。无奈之下，12月2日晚间，诺德股份发布公

告称，公司拟公开拍卖转让应收债权，对应的金额高达5.78亿元。

涨幅

10%

7.11%

-10%

收盘价

38.4

46.86

40.93

成交金额

2.95

4.11

0.43

（单位：元/股）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