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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难赚钱
说明A股成熟了

周科竞

近年来，短线炒股越来越难赚钱，这是A股走向成熟的
一大标志，今后的A股市场，中长期持有蓝筹股的确定性收
益要远远高于短线客的投机收益， 曾经的涨停板敢死队，
也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相比于通过狩猎获得食物，农耕具有更加安全更加稳
定的特征。股市也一样，长期投资价值股票，每年获得稳定
增长的现金分红，正是农耕文明的投资方式；而短线炒作
题材股、垃圾股的风险较大，收益也不确定，更像是狩猎文
明的投机方式。

对于劳动者来说， 如果能够获得稳定的粮食收成，谁
愿意每天去和狼搏斗？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能够稳定获
得满意的投资回报，没人愿意冒着短线投机的风险追涨杀
跌。于是，在价值投资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或者是
自己操盘，或者是通过基金等各类专业投资者，奔向了价
值投资的阵营，而短线炒股的市场也越来越小，参与者越
少，也就更像是狼吃狼的市场，没有了小绵羊，狼想吃到肉
也就会更加困难。

什么人会率先从短线炒作投奔价值投资呢？是那些在
短线炒作中吃亏了的投资者，他们也正是短线高手眼中的
小绵羊，小绵羊越来越少，短线高手想赚钱也会越来越难，
而这恰恰说明了A股市场更趋成熟。

伴随着短炒难赚钱，还会有股票投机性下降。投机性来
源于投资者对短期暴利的期待，历史上的恶炒新股、恶炒垃
圾股、恶炒权证，都是投机性强的表现，虽然投机可能会造
成少数人暴富，但却是多数人的噩梦。随着管理层对股市投
机性的不断限制，例如发布风险提示、打击操纵股价行为、
取消发行权证，这就从根源上抑制了投机行为。而此时投资
者难以短炒获利，更是从内在因素降低了股市的投机性。

当然股市投机性弱了也会有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
股票的流动性会变弱，大型投资者想要大量买入或者卖出
股票会变得困难。从国际成熟股市的经验看，大资金可以
通过买入基金、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方式变相持有一类
上市公司股票，不仅流动性更好，还能分散“黑天鹅”风险。
本栏认为，这也是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如果投资者仅仅看好单一公司的股票，也是有
办法的。投资者可以通过长期持有个别股票，同时使用金
融衍生品来回避股市系统性风险， 这样的操作也是可行
的。这样既不会因为投机因素短线买入卖出，又可以在担
心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对冲风险。不过本栏认为，对于A股市
场的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好的投资方法就是通过买入公
募基金分享股市的收益，这样更加省时省力，自己还能腾
出精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及享受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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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奥股份上 市 一 年 业 绩股价遭“双杀”

注册制下劣汰加速 单日 4股宣告退市
4家公司“组团”退市

*ST欧浦宣布终 止 上 市 之后，*ST信威、
*ST富控、*ST鹏起也先后在5月 25日 晚间披
露了这一 消息。

5月 25日 晚间，深交所官网发布消息显

示，决定*ST欧浦终 止 上 市 ，公司股票将自6月
2日 起进入退市 整理期。据了解，因2018年、

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连续两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ST欧浦自
2020年5月 15日 起暂停上 市 。

暂停上 市 期间，*ST欧浦曾试图努力恢复
上 市 ，无奈还是未能躲过退市 的命运。

2021年4月 30日 ，*ST欧浦披露暂停上 市
后首个年度报告（2020年年报）显示，公司

2020年实现归属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期末

净资产均为负值，且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触及了终 止 上 市 情 形。

除了*ST欧浦之外，*ST信威、*ST富控、
*ST鹏起均系沪市 上 市 公司，并且也触发了财
务类退市 条件。

诸如，*ST信威由于2018年、2019年连续
两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

于2020年5月 15日 起暂停上 市 ，之后根据公司

2020年年报，当年实现归属净利润为-18.8亿

元，归属于上 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1.91

亿元，还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上 述情 形触及终 止 上 市 。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注册制下，退市 已经呈现常态

化趋势，以后越来越多的垃圾股会被A股淘汰。

*ST欧浦才上市七年

需要指出的是，*ST欧浦在A股时间并不
长，公司2014年1月 登陆资本市 场，至今也才

七年时间。

资料显示，*ST欧浦是一 家集智能化物
流、综合电商平台和供应链金融为一 体的综

合服务提供商，业 务范围涉足钢铁、金融等行

业 ，自设立起从实业 经营入手逐步发展产业

互联网电商平台。纵观*ST欧浦上 市 后的业 绩
表现，由于计提商誉减值、坏账准备，公司

2018年出现巨亏，当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41.79亿元。

2019年、2020年以及2021年一 季度，*ST
欧浦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5607万元、

-5305万元、2689万元。

值得一 提的是，由于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ST欧浦曾在2019年2月 遭到过证
监会的立案调查。之后经证监会调查，*ST欧
浦存在多项违规行为，也由于该事项，*ST欧
浦实控人陈礼豪被采取了终 身证券市 场禁入

措施。

据*ST欧浦披露的公告显示，公司目前还
在推进债务重组，但因公司债务涉及事项多

且问题复杂，同时受大股东佛山市 中基投资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违规担保资金占用问题

未能解决、疫情 等因素叠加影响，公司债务重

整工作未能完成。

*ST信威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上 述4家公司中，*ST信威为了继续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将不进入退市 整理期交易。

据了解，*ST欧浦、*ST富控、*ST鹏起3
家公司均将在6月 2日 起进入退市 整理期，退

市 整理期的期限为30个交易日 ，退市 整理期

届满的次一 交易日 ，交易所对上 述公司予以

摘牌。

*ST信威目前正在筹划重组事项，拟向王
靖、杜涛发行股份购买北京天骄航空产业 投

资有限公司控股权或其旗下资产，而该重组

历时已久，早在2017年6月 便开始进行。由于

重组耗时时间长等原因，*ST信威还曾收到过
上 交所的监管工作函。

根据《上 交所退市 整理期业 务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的规定，上 市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 整

理期的，公司在退市 整理期间不得筹划或者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此，*ST信威欲继
续推进重组，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 整理期。针

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ST信威董秘
办公室进行采访，但未获得回应。

经统计，截至最新报告期，*ST欧浦、*ST
信威、*ST富控、*ST鹏起股东分别有3.58万
户、12.07万户、3.24万户、4.99万户，合计23.88

万户投资者。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作为拿下605代码第一
股的威奥股份（605001），如今上 市 已满一 年的时间。

不过，从威奥股份上 市 后的表现看，并不能让投资者

满意。上 市 后首份年报，威奥股份就出现业 绩下滑的

情 形，且今年一 季报更是出现亏损。另经北京商报记

者统计，威奥股份5月 25日 的收盘价已较上 市 后的历

史高点下跌超五成。

威奥股份部分首发限售股迎来解禁。据威奥股

份的公告显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

约3.02亿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556万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约2.27亿股。此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份数

量约1.09亿股，该部分限售股于2021年5月 25日 起上

市 流通。

据悉，威奥股份此次限售股解禁涉及到的股东共

17名，包括唐山锐泽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久盈二期新能源投资合伙企 业（有

限合伙）、乌兰察布太证盛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宁波永先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等股东。

经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威奥股份此次解除限售股

的股份数量占到总股本的比例约36.09%。此次限售股

解禁后，威奥股份的流通股增至约1.84亿股。计算可

知，此次部分首发限售股解禁后，威奥股份的流通盘

较此前增加比例约143.66%。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一 般个股限售股迎来

解禁被视为利空。就解禁个股而言，公司在二级市 场

上 走势如何无疑是市 场关注的焦点。不过，限售股解

禁会否对股价造成一 定压力，也要具体个股具体分

析。投资者应区分个股的解禁类型，其中定向增发配

售股到期解禁的诉求更为强烈，短线获利的目的更为

明显。

从威奥股份的股价走势来看，股价并未受到影

响。交易行情 显示，5月 25日 威奥股份早盘平开后被小

幅拉升，随后在冲高后又出现回落。截至5月 25日 收

盘，威奥股份收13.42元/股，当日 股价涨幅为0.83%。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威奥股份目前的股

价已较上 市 后的高点大幅下跌。据东方财富显示，于

2020年5月 22日 上 市 的威奥股份，上 市 首日 股价顶格

涨停。同年5月 26日 盘中股价一 度摸上 28.11元/股的历

史高点。然而，自此后，威奥股份股价震荡下行。以最

新的收盘价计算，威奥股份股价已较历史最高点下跌

约52.25%。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威奥股份

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股价下跌的背后，威奥股份上 市 后交出的成绩单

不免让投资者失望。

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威奥股份实现的营业

收入分别约11.49亿元、15.11亿元、16.09亿元，对应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1.53亿元、2.12亿元、2.36亿元。

上 述数据可以看出，威奥股份上 市 之前的营收、

归属净利润均保持增长态势。然而，上 市 之后，威奥股

份的业 绩“开倒车”。

财报显示，2020年威奥股份实现的营业 收入约

11.63亿元，同比下降27.74%；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

约1.65亿元，同比下降29.85%；报告期内威奥股份实现

的扣非后净利润约5081.85万元，同比下降76.05%。

“2020年营业 收入下降主要系新冠疫情 影响，境

内外客户货物需求减少，导致收入下降，归属净利润

下降主要是营业 收入下降所致。”威奥股份在2020年

年报中如是表示。

今年一 季度威奥股份的归属净利润更是亏损约

6709.09万元，同比由盈转亏，同比下降744.99%。

业 绩压力下，威奥股份上 市 首年便开启一 系列的

资本运作。诸如，2020年12月 ，威奥股份及关联方完成

对成都畅通宏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畅通”）100%股权的收购，标的作价6.3亿元。威奥股份

认为，公司通过对成都畅通的股权收购，旨在提升公

司整体技术竞争力、拓展产品门类并融合机车车辆配

套技术与高铁城际车辆配套技术的协同开发能力，实

现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的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随后，为整合公司资源，优化公司资

源配置，威奥股份拟将其持有的赛史品威奥50.6%的

股权进行转让。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重组问询函延期
回复近两个月 ，天安新材（603725）终 于在5月 24日 晚

间进行了回复，但却遭到了上 交所“闪电”二度追问。

据了解，天安新材拟通过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参

与竞买鹰牌集团持有的4家标的公司，作价5.2亿元。

通过上 述交易，天安新材的主营业 务将拓展至建陶

行业 。

根据天安新材最新披露的重组预案修订稿显示，

公司拟通过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参与竞买鹰牌集

团持有的鹰牌贸易66%股权、鹰牌科技66%股权、东

源鹰牌66%股权、石湾鹰牌66%股权。根据南方联合

产权交易中心披露的挂牌信息，鹰牌贸易66%股权、

鹰牌科技66%股权、东源鹰牌66%股权、石湾鹰牌

66%股权的转让底价分别为265万元、842万元、1.24

亿元、3.85亿元。

本次交易将以挂牌底价进行转让，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为5.2亿元。

重组预案及问询函回复显示，相较上 市 公司，标

的资产的体量并不小，其资产总额为上 市 公司的

128.77%，营业 收入为上 市 公司的160.78%，该情 况 引

发了上 交所的重点关注。

据了解，交易对方鹰牌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石湾

镇街道办事处分别出具了关于上 市 公司控制权事宜

的说明函称，“目前未有在36个月 内主动以任何方式

谋求天安新材控制权的计划”。对此，上 交所在二次问

询函中追问，要求天安新材向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

人进一 步核实并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 公司

控制权是否稳定。

目前天安新材实控人为吴启超，持股比例为30.73%。

另外，重组预案及问询函回复显示，本次产权转

让交割后两年内，以2020年为基期，若标的企 业 年主

营业 务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净利润同比

均保持10%（含）以上 年增长率，除因国家法律法规、监

管规则等情 形，标的企 业 不得单方对经理及以上 的管

理人员进行裁员。对此，上 市 公司拟通过向标的公司

委派财务总监、设置绩效考核指标、建立有效的内控

管理、日 常监督和沟通反馈机制等方式，确保对标的

公司及其核心人员实施有效管控。

上 交所要求天安新材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

管理层控制的情 况 ，公司通过采取上 述措施，交易完成

后能否实际控制标的资产；就实现对标的资产、合作公

司经营、财务等的有效控制拟采取的进一 步措施。

通过上 述交易，天安新材的主营业 务将拓展至建

陶行业 。

天安新材也坦言，上 述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拓展

至建陶行业 。天安新材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将在泛家居产业 链深度布局，

交易所二轮问询回复目前项目组成员正在推进，可以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建筑陶瓷

产业 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从目前整体情 况 来看，行业

集中度低，总体产能过剩，竞争较为激烈，天安新材在

这个大环境下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抢占市 场份额成

为关键。

5月25日晚间，*ST欧浦

（002711）、*ST信威、*ST富

控、*ST鹏起4家公司先后宣

布了终止上市的消息。 其中，

*ST信威为了继续推进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将不进入退市

整理期交易，上交所在公告终

止上市决定之日起5个交易日

内对其予以摘牌。 除此之外，

另外3家公司均将在6月2日

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在上述

4家公司中，*ST欧浦最“年

轻”， 公司2014年才登陆A股

市场，上市时间仅七年。

天安新材重组遭二度追问

5
月
2
5
日
终
止
上
市
企
业
情
况
一
览

*ST欧浦
暂停上市时间：2020年5月15日
2020年财报情况： 归属净利润、扣
非后净利润、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ST信威
暂停上市时间：2020年5月15日
2020年财报情况：归属净利润、期
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ST富控
暂停上市时间：2020年12月9日
2020年财报情况：归属净利润、
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ST鹏起
暂停上市时间：2020年7月17日
2020年财报情况：归属净利润为-1.5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