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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A股频现“换帅”：年内574股新聘董事长

北京商报2020.12.17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投机收益为何跑不赢价值投资
周科竞

仁东控股“地天板”后跌停 投机客遭“闷杀”

574股更换董事长

据Wind统计，截至12月16日，年内共有

574股董事长换新。

上市公司“换帅”最近的案例为海南橡

胶。据海南橡胶公告显示，公司于2020年12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艾轶伦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步。

放到A股市场，海南橡胶“换帅”只是一个

缩影。除了海南橡胶之外，进入12月以来，辰

安科技、南方汇通、星光农机、智慧能源、石化

机械等25股均新聘董事长。

据星光农机公告，12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顾一峰担任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同日，另

一家上市公司*ST夏利发布公告，同意选举廖

家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在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大部分上

市公司董事长变更属正常人事更迭或者公司

转型需要。

诸如中国电研，因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安排，秦汉军于今年4月

2日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

务。4月3日，章晓斌接棒秦汉军，履新中国电

研董事长。

特宝生物变更董事长同样属于正常人事

变更的情况。据特宝生物公告显示，公司于

2020年8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董事/总经理孙黎为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长。在孙黎之前，兰春任特宝生物董事

长之职。由于工作原因，兰春申请辞去董事长

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56股年内频繁“换帅”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还有不少公司董

事长变换犹如“走马灯”一般。

据Wind统计，今年新聘董事长的574股

中，有56股出现频繁更换董事长的情形。

皖通科技算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今年3月

5日，皖通科技发布公告称，3月4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罢免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周发展先生的议案》，

罢免理由为，周发展在任期间未能清晰规划

公司战略发展路径，不能胜任公司董事长职

务。而这距离周发展担任皖通科技董事长尚

不足一年的时间。

周发展被罢免之后，廖凯于3月10日被选

举为皖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两

个月之后，廖凯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董

事长职务。廖凯闪辞后，李臻选举成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因短期内频繁更换董事

长，皖通科技曾收到深交所的关注函。

皖通科技并不算孤例，ST圣莱、*ST鹏起
同样频繁更换董事长。

今年7月15日，ST圣莱公告，公司董事会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董事张海洋的书面

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张海洋申请辞去所担

任的ST圣莱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

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

张海洋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ST圣莱7月3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周远征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然而，在ST圣莱董事长的位子坐了还不

到两个月，周远征便以工作原因为由辞去包

括董事长在内的一切职务。随后，宋骐接棒周

远征，成为ST圣莱的新任董事长。

资深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表示，对于

更换董事长的个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

果是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的企业，更换董事

长，让更有能力的人才来管理，可能会促使公

司更加良性运作。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对于本身经

营就出现问题的企业来说，频繁的人事更迭

对业务影响多半是负面偏多。

ST股占71席位

据Wind统计，年内“换帅”的574股中，有

71股为ST股，包括*ST拉夏、*ST刚泰、*ST安
通、*ST环球等个股。

许小恒坦言，这足可见这些企业“换帅”

背后，多股背负着经营压力。

以*ST拉夏为例，该公司是一家定位于大
众消费市场的多品牌、全渠道运营的时尚集

团。自2017年在A股上市以来，*ST拉夏归属
净利润持续走低，2019年更是巨亏逾20亿元。

经营重压下，邢加兴以个人原因为由，于

今年2月3日申请辞去包括*ST拉夏董事长在
内的一切职务。董事长之位空缺时，于强曾代

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一个月后，*ST拉夏聘任
陆尔穗为新任董事长。

不过，陆尔穗成为一把手后，*ST拉夏的
经营并未有所改善。数据显示，拉夏贝尔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17.41亿元，同比下降

69.75%，归属净利润亏损约7.83亿元。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等相关规定，若公

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

*ST拉夏A股股票交易将可能被暂停上市。
关于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ST拉夏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据Wind显示，*ST刚泰、*ST安通、*ST环

球3股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

别为亏损约6.23亿元、5.48亿元、0.93亿元。对

于履新的董事长们来说，同样面临不小的经

营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越来越多的短线投机客开始
抱怨，买啥啥跌，天天操作反而亏
损巨大，相比之下，那些价值投资
者拿着股票不动，不仅省时省力，
而且收益可观。 随着注册制的全
面推进以及A股更加成熟， 投机
客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 因为
只有价值投资才能吸引投资者的
关注，没有了资金的围观，投机将
无处容身。

本栏一直在强调， 短线投机
炒作已经越来越难， 这可以从三
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点，短线投
机的交易成本太高。 按照目前的
交易费用计算， 投资者一买一卖
的券商佣金约为万分之五， 印花
税千分之一，合计千分之一点五。
如果每年250个交易日每天满仓
换股一次， 假设投资者运气和技
术中等， 从股价上既没有盈利也
没有亏损， 那么一年下来的交易
成本就会高达37.5%。 这就是说，
短线投机者如果一年不能通过投
机炒作赚取到37.5%的利润，那么
就不足以支付交易成本， 这也是
短线炒家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点， 投机者的交易心
理问题。 交易所曾经推出过一
个热门股指数， 即这个指数不
断把热门股换为成分股， 把冷
却了的热门股换出成分股，初
始点位为1000点， 后来因为指
数跌到10点以下， 这个指数就
取消了。 从这个指数的走势可
以发现， 投资者不断买入热门
股，卖出冷门股，长期下来是亏
损的， 投资者总是记住那一次

两次的辉煌， 却忽视了更多次
的亏损， 这也是投机者跑不赢
价值投资者的另一个因素。

第三点， 现在价值投资深入
人心， 投资者更加关注上市公司
的业绩和成长性， 于是资金纷纷
云集在优质蓝筹股中， 很多总亏
损的散户投资者也开始拥抱公募
基金。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就
是，羊都不玩了，剩下一堆狼自己
吃自己，狼吃羊变成了狼吃狼，这
样的市场中， 投机者肯定是很难
盈利了。

就以最近关注度最高的仁东
控股为例，股价飞流直下三千尺，
显然是资金踩踏的结果， 如果换
成以前参与投机的散户众多的情
况下， 庄家一般是能够在高位卖
出足够多的筹码的， 而散户在高
位接盘后也不愿意割肉卖出，所
以股价更多的是走出阴跌的走
势，而非这样的连续“一”字跌停，
“一”字跌停的原因正是抄底买盘
稀少， 大资金也和散户抢夺那仅
有的一点点买盘， 于是才有了每
天的“一”字跌停。

正是价值投资深入人心，没
有了在投机过程中亏钱的众多散
户， 所以这个投机游戏就越来越
难玩， 炒家感慨不好赚钱也就不
足为奇了。

所以本栏建议这些喜欢投机
的短线客， 也要与时俱进转变投
机思路， 尝试着进行长期的价值
投资， 同时也可以考虑通过金融
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 例如股指
期货、股票期权。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 连续走出
14个跌停板之后，仁东控股（002647）12月15日

上演的“地天板”行情让不少投机者跟风抢购。不

料，仁东控股在12月16日直接“一”字跌停，收盘

价13.63元/股，这无疑让前一日炒作的投资者被

“闷杀”。

交易行情显示，仁东控股12月16日再度跌

停，公司当日收于跌停价13.63元/ 股，换手率为

10.28%，成交金额7.85亿元，总市值76.32亿元。

根据深交所12月16日晚间披露的盘后公开交易

信息显示，当日前五大买入席位分别是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美湖路证券营业部、联储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湖州凤凰路证券营业部、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区大连路证券

营业部、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岭中华路证券

营业部以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心北

路证券营业部，买入金额分别约为4099.5万元、

2733.5万元、1175.86万元、1150.92万元以及

994.04万元。

在上述前五大买入席位中，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美湖路证券营业部以及联储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湖州凤凰路证券营业部也均在

12月15日的前五大买入席位中，彼时分别买入

金额为4969.54万元、4731.2万元。

12月16日的前五大卖出席位则分别是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菜市口大街证券营业部、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绿景路证券营业部、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红宝石路证券营业

部、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宛平南路证券营

业部以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路证

券营业部，当日卖出金额分别约为3613.04万元、

2726万 元 、2724.5万 元 、2722.59万 元 以 及

2717.82万元。

从仁东控股12月15日的“地天板”行情来看，

当日全天成交量为250万手，成交金额33亿元，

其中在跌停板12.38元/ 股成交的数量超150万

手，仁东控股12月16日跌停价为13.63元/股，这

也意味着仅上述超150万手目前浮盈10%。而仁

东控股12月15日涨停价为15.14元/股，在涨停板

上跟风买入的投资者目前已浮亏10%。

值得一提的是，据仁东控股公告，公司大股

东京基集团在12月15日以涨停价减持了1055.67

万股股份。

资料显示，仁东控股主要从事第三方支付相

关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商业保理业务、供应链管

理业务以及互联网小贷业务等五大板块。今年11

月25日-12月14日，仁东控股连续走出的14个跌

停板引发了市场极大关注。除此之外，仁东控股

的两融风险也被市场所关注。

12月16日，仁东控股表示，公司控股股东仁

东信息之一致行动人仁东天津于2020年12月15

日接到中信建投通知，仁东天津在中信建投的两

融合约将于2020年12月15日-18日陆续到期，如

仁东天津未在合约到期前归还全部负债，中信建

投将在合约到期后根据市场及交易情况进行强

制平仓。对此，中信建投12月16日在互动易上表

示，“目前仁东天津在我司的信用账户维持担保

比例良好，暂不存在信用违约损失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12月16日晚间，仁东控股

披露公告称，仁东信息及其一致行动人仁东天津

预计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其中预计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2%，预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持股份数

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减持原因则为被

动减持、降低负债或质押率。

据了解，仁东控股在今年刚刚易主。11月18

日，仁东控股披露称，公司控股股东正式变更为

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霍东。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仁东控

股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终止回购 启迪环境股价创年内新低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回购实施近

一年时间，启迪环境（000826）最终还是按下了

“终止键”。12月16日，启迪环境披露称，为满足公

司运营资金需求，公司决定终止回购计划。而截

至公告日，启迪环境回购金额仅1020.63万元，距

离3亿元的金额下限相差较大。在该消息影响下，

启迪环境股价继续下行，并在12月16日盘中创

下了7.1元/股的年内新低。

据了解，启迪环境在今年1月6日通过了回购

股份相关议案，回购报告书显示，回购总金额不低

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为每股

不超过13.16元，按回购金额上限6亿元测算，预计

回购股份总数约为4559.27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

行总股本的比例为3.19%。按回购金额下限3亿元

测算，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279.64万股，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1.59%。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启迪环境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这也意味着此次回购计

划在2021年1月6日结束。如今已临近回购期限

截止日，启迪环境的回购计划却宣告终止。

12月16日，启迪环境对外披露了终止回购股份

公告，因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建设项目复工时间较

晚且运营项目收益尚未达预期，应收账款回款较

慢，外部融资环境较预期更为困难，为保障公司正

常经营活动，在流动性趋紧的情况下强化公司整

体抗风险能力，公司暂且放缓回购进度，因而导致

公司实际回购金额与回购方案计划金额出现偏差。

截至公告披露日，启迪环境仅回购了1020.63万元。

在公司回购进展缓慢的情形下，启迪环境近

期股价也在不断下挫，并在12月16日盘中创下

了7.1元/股的年内新低。

经东方财富数据统计，8月27日-12月16日

这74个交易日，启迪环境区间累计跌幅为

24.58%，同期大盘上涨2.4%。截至12月16日收

盘，启迪环境最新股价7.15元/股，收跌2.72%，总

市值102.3亿元。

根据启迪环境最新披露的2020年三季报显

示，公司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64.5

亿元，同比下降12.36%；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

为2.28亿元，同比下降47.92%。针对相关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致电启迪环境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

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年内部分个股新聘董事长相关情况一览·
作为公司一把手，稳定“军心”是董事长的职责所在。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人事变动时有发生，而“换帅”更是常

有之事。据Wind统计，截至12月16日，年内A股上市公司

共有574股新聘了董事长。除了正常的人事更迭外，北京

商报记者注意到，这些“换帅”个股中，不乏皖通科技等公

司出现董事长“走马灯”式更换的情形。

证券简称

海南橡胶

智慧能源

三五互联

ST圣莱

皖通科技

新聘董事长名称

艾轶伦

蒋锡培

余成斌

宋骐

李臻

发生日期

2020年12月13日

2020年12月8日

2020年11月12日

2020年9月18日

2020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