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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股要“炒股”仙鹤股份等首次试水

警惕下一只ST锐电
周科竞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富媒体通信”概念股井喷 交易所密集发函

13股合计拟投入143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关键词搜索粗略统计

后发现，截至4月8日，今年以来公告拟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13家公司合计拟投入

金额达到约143亿元。

拟投入资金最多的为3月28日宣布拟进

行证券投资的东方精工。根据当时东方精工

所披露的内容，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证券投资的额度为不超过35亿元。从东方

精工的介绍来看，公司拟投资的范围包括新

股配售或者申购、证券回购、股票及存托凭证

投资、债券投资、委托理财、新三板投资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证券投资行为；

不包含证券衍生品。

塔牌集团拟进行证券投资的金额也较为

靠前。根据公告，塔牌集团拟使用不超30亿元

进行证券投资，投资范围为新股配售或者申

购、证券回购、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债券投

资、委托理财（指购买非保本理财产品）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其中

投资有期限要求的产品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八年。

除此之外，上峰水泥、永吉股份、奥克股

份等公司也在年内公布了拟进行证券投资的

公告。其中，上峰水泥称拟使用合计不超过8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证券投资的

资金主要用于新股配售或者申购、证券回购、

股票投资、债券投资、期货、私募股权基金投

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

为。相比之下，奥克股份拟投资额度最少，为

不超过2000万元。

纵观13股所处行业（申万一级行业），分

属于轻工制造、汽车、化工、食品饮料等多个

领域。诸如，三全食品属于食品饮料业，上峰

水泥属于建筑材料业，奥克股份属于化工业。

仙鹤股份等系“新手”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年内公布拟进行证

券投资的公司，不乏存在系首次进行类似投

资的情况。

主营业务为特种纸、特种浆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仙鹤股份即为其中较为典型的一

例。仙鹤股份1月22日公告称，为提高自有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公司拟使用不超

过2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投资范围

为境内外上市的股票市场投资、债券市场投

资、证券回购、公募基金、交易所基金，新股配

售和申购、上市公司增发或配股等。

北京商报记者搜索仙鹤股份历史公告发

现，此前，仙鹤股份并未公布过关于进行证券

投资的相关公告。在证券投资领域仙鹤股份

可谓是个“新手”。仙鹤股份工作人员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直言，“这是公司首次（证券投

资）”。对于从事于高性能纸基功能材料研发

和生产的仙鹤股份而言，公司将采用何种措

施或通过怎样的运作方式最大化保证投资收

益无疑是市场关心的问题。对此，仙鹤股份工

作人员回复称“具体负责人不在”。在公告中，

仙鹤股份则透露，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

使用该部分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相关事

宜，且将遵循“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资金安

全”的原则，使之不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必要时可

聘请外部具有丰富投资实战管理经验的人员

为公司风险投资提供咨询服务，保证公司在

投资前进行严格、科学地论证，为正确决策提

供合理建议。”对于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仙鹤股份在公告中如是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仙鹤股

份登陆A股的时间并不长，2018年4月仙鹤股

份成为A股一员。从财务数据来看，2018年、

2019年公司实现归属净利润为2.92亿元、4.4

亿元。最终，首次进行证券投资试水的仙鹤股

份表现如何也备受市场关注。

仙鹤股份并非个例。顶点软件在4月8日

公告称，拟用不超1亿元进行证券投资，投资

范围为境内外上市的股票市场投资、债券市

场投资、证券回购、公募基金、交易所基金，新

股配售和申购、上市公司增发或配股等。北京

商报记者查询顶点软件历史公告，未有拟进

行证券投资的相关公告。

警惕投资亏损风险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上市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只要不违背相关规定就无可厚非，不过，也要

警惕其中存在的可能亏损风险。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亦认为，

上市公司通过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一

方面可以增加A股市场机构投资的资金来源；

同时，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

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背景下提高

公司营业外收益。“不过，证券投资一旦造成亏

损，将会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如果通过募集

资金来进行投资，则存在圈钱的嫌疑。”

在A股市场，提及进行证券投资，尤其是

进行股票投资，则不得不提上海莱士。2018

年，上海莱士因炒股巨亏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之后，上海莱士也表示不再参与新的证券投

资，原有的证券投资也将在适当的时机逐步

实现退出，公司将回归主业。

实际上，对于上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部

分公司也曾引起监管部门注意。在今年2月18

日，*ST中绒曾公告称拟进行证券投资，其中
不超过1亿元的额度进行股票投资，不超过5

亿元额度进行其他证券投资。之后，深交所就

此事项相关问题向*ST中绒下发关注函，要求
*ST中绒说明开展证券投资的合理性及必要
性以及是否影响公司主业发展。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在保障公司日

常经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

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有助于提高

自有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

金增加资金收益。“不过，公司的证券投资也

存在亏损的风险，要注重风险防范、保证资金

运行安全。”许小恒直言，上市公司应注重与

资产结构相适应，规模适度，量力而行，且不

影响自身主营业务的发展。另外，需规范公司

证券投资的决策、执行和控制程序，为公司进

行证券投资提供制度保证，防范证券投资风

险，保证证券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增值。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4月8日，三全食品（002216）公

告称拟使用不超10亿元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包括股票投资等的证券投资

引发市场关注。 北京商报记者以关

键词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已

有13家公司通过披露公告宣布加入

到证券投资的大军中。 纵观这些个

股， 不乏仙鹤股份等首次进行类似

投资的情况。在业内人士看来，使用

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无疑将有助

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但其中可能

存在的亏损风险亦不容忽视。

年内公告拟进行证券投资的部分公司概况一览

公司名称

东方精工
所属行业（申万一级）

汽车
投资额度

不超35亿元
公司名称

塔牌集团
所属行业（申万一级）

建筑材料
投资额度

不超30亿元
公司名称

三全食品
所属行业（申万一级）

食品饮料
投资额度

不超10亿元

公司名称

顶点软件
所属行业（申万一级）

计算机
投资额度

不超1亿元

公司名称

上峰水泥
所属行业（申万一级）

建筑材料
投资额度

不超8亿元

ST锐电提前锁定面值退市，让数万
股东“踩雷”。这只发行价曾经高达90元
的股票，上市后从没在发行价之上交易
过，公司的高价发行也没有优质的业绩
做后续支撑，加之在上市后盲目地扩张
股本， 最终让ST锐电面临着退市的风
险。此外，投资者还要小心发行价过高
的热门行业新股，一旦产能过剩，将会
异常惨淡。

ST锐电上市时，风电正是当时的热
门行业，清洁能源无污染，还隐隐地让人
感觉是高科技行业， 所以上市前就饱受
各路询价机构的追捧， 结果询出一个90
元的超高发行价， 如果真的像投资者预
测的那样，风电行业将给ST锐电带来很
好的业绩增长和现金利润， 那么超高价
发行最多也就是让投资者郁闷一段时
间，假以时日投资者还是能够解套获利，
但是风电行业却因为太热门而出现了严
重的产能过剩，受此影响，ST锐电上市后
的业绩也是一滑再滑，最终被ST乃至退
市。这些都是在发行时始料未及的。本栏
认为，ST锐电的发展历程并非偶然，但绝
不会是最后一个， 未来还会有其他的公
司可能步其后尘， 投资者应注意其中的
投资风险，尽早做好预防，避免“踩雷”。

总结ST锐电， 重要的特点有几项：
一是发行上市时处于热门行业，并配有
各种光环；二是市场需求看似很大但增
长并不快，尤其是上市后公司业绩连续
大幅下滑； 三是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公
司业务难以退出。 当然，ST锐电最终走
上退市之路，除了与行业景气度变化有
一定的关系之外，与公司自身的经营策

略以及在资本市场上的不当操作等也
有很大的关系。

诸如， 在业绩持续下滑的过程中，
盲目地通过高送转来扩张股本，也是ST
锐电走到面值退市的直接原因之一。

从ST锐电的交易行情来看，上市后
股价一路下跌， 公司股价从上市时的
88.8元一路下跌至2011年6月3日的60.56
元，然后进行了10股送转10股的股本扩
张，此时虽然股价在下跌，但是股价还
有60元，股本扩张也没什么。但是到了
2012年6月25日，ST锐电还要进行10股
送转10股的扩张，此时的股价只有15.42
元，送转之后就只有7.21元，已经进入低
价股的行列。如果到此为止，它可能还
不至于跌破面值。 到2014年12月30日，
ST锐电的股价只剩下4.43元，却还要倔
强地进行10股送转5股的扩张， 最终导
致除权后的股价已经不足3元。 加之随
后ST锐电经营业绩继续下挫，导致股价
持续承压，最终走到了因为股价跌破面
值而退市的地步。

从ST锐电的例子里投资者能够看
到，一定要警惕那些股本扩张太快但却
没有良好经营业绩支撑的低价股，如果
自身股价本身已经不高， 还要高送转，
其目的很可能是要配合大股东减持股
票，而高送转之后如果经营业绩较差或
者爆出其他利空消息，公司股价将会进
一步走低，一旦遇到这样的公司，投资
者还是要多留个心眼，谨防其后因股价
跌破面值而退市。因此本栏认为，投资
者对于股价很低还要扩张股本的公司，
要重点警惕其未来的退市风险。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为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审计与披

露工作，沪深交易所4月8日晚间作出相关安

排，其中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披露2019年年

报的上市公司，可按规定延期披露，但原则上

不晚于6月30日。

根据《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

当在2020年4月30日前披露2019年年报及

2020年一季报。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部分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工作遇到一定

困难。4月8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官网双双发

布了《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2019年年度报

告审计与披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指出，上市公司确因疫情影响无

法按期披露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可以

按照证监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

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及《通

知》规定延期披露，但原则上不晚于6月30日。

经东方财富数据统计，目前披露2019年年报

延期的上市公司已超千家，其中重庆百货、达

安基因、浪莎股份、当代明诚、彩虹股份等164

股延期至4月30日。

对于拟延期披露2019年年报的临时公

告，沪深交易所也作出了安排，原则上应当于

4月20日前发布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临时公

告，确有困难的可适当延后，但最迟不晚于4

月30日。对拟延期披露但未在4月20日前发布

临时公告的，沪深交易所将视情况提请证监

局进行核查。

2019年年报延期披露的临时公告，应当

包括但不限于无法按期披露经审计年度报告

是否系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的事项、影响

程度，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进展情况，为

尽快披露年度报告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并明确预计披露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时间，上

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召开会议审议上述事项，

并形成明确意见。

另外，上市公司拟延期披露2019年年报

的，应当至少已经召开董事会聘请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出具专项

意见。不满足上述条件的，不适用《通知》规

定，不予延期。

经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目前A股市场仍有

神雾环保、暴风集团两股还未召开董事会聘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这也意味着目前上述

两股还不具备延期披露年报的资格。

对于年度股东大会，沪深交易所也作出

了安排。上市公司拟延期披露2019年年报的，

其年度股东大会可相应顺延至2019年年报披

露后的2个月内召开，且不晚于8月31日。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作为全球移动
通信系统协会在2008年提出的通讯方式，

RCS（富媒体通信）概念的横空出世，使得RCS

产业链条上的相关概念股站上新风口。4月8

日，以神州泰岳（300002）、彩讯股份为代表的

RCS概念股再现井喷行情。不过，相关概念股

的股价异动情况也引起了监管层的重点关注。

当日晚间，神州泰岳、彩讯股份相继收到交易

所下发的问询函或关注函。

交易行情显示，神州泰岳4月8日早盘开

盘便封上“一”字涨停板。在4月7日，神州泰岳

已收获一个涨停板。经统计，在两个交易日

内，神州泰岳的累计涨幅为21.05%。截至4月8

日收盘，神州泰岳涨停板位置封单逾69万手，

可见投资者的炒作热情。

此外，彩讯股份在4月8日的股价同样以涨

停收盘。据东方财富统计，4月8日涨停的个股还

有北纬科技、中嘉博创、梦网集团、吴通控股。

据中国移动官网消息，4月8日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联合举行线上发布会，共

同发布《5G消息白皮书》。发布会上，中国移动

副总经理董昕表示，5G消息是全球运营商的

共同选择，基于统一GSMARCS标准，将为客

户带来多媒体消息、商业类消息、智能化消息

以及互动式服务、安全防伪等全新体验。

这再度刺激了神州泰岳等概念股掀涨停

潮。而4月8日晚间，深交所对连续两日涨停的

神州泰岳下发问询函，因市场将公司归为5G

消息概念股，深交所要求其就相关事项作出

说明并对外披露。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神州泰岳子公司

新媒传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媒传

信”）曾参与中国移动“飞信”业务的运营，新

媒传信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别

亏损3373.76万元、3540.95万元和2291.62万

元。神州泰岳此前还在创业板关注函回函中

表示，公司与运营商相关的业务AI/ ICT运营

管理业务分部2019年度预计亏损5.99亿元。

对此，深交所要求神州泰岳结合5G消息

业务的行业发展现状和竞争情况、公司相关

业务的人员和技术配备情况、飞信业务与5G

消息业务运营的具体差异等，说明公司是否

正在或计划开展5G消息业务，相关业务的开

发和市场推广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对

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分

别致电神州泰岳、彩讯股份董秘办公室进行

采访，不过电话均未有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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