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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涨幅个股的减持风险不容小觑
周科竞

东岳硅材涨停20%后大股东宣布要减持
3%股份，投资者深感意外，不过本栏认为，对
于累计涨幅较大的个股，投资者就应该把大
股东减持可能考虑在内，而大股东的减持也
给投资者释放了风险信号，最起码是公司股
票估值并不算便宜。

东岳硅材公告显示，公司股东淄博晓希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3600万股， 即不超过总股本的3%。淄
博晓希作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属于财务投
资者的属性，它持有股票的目的就是要在上
市解禁后逢高卖出持股。

投资者需要注意这里面的两个关键点，
一是解禁后会寻找机会减持， 二是要逢高。
如果股东只是在股价高企的时候逢高减持，
投资者也不能不让，那么投资者是否要因此
而抛售持股呢？

首先，投资者在买入股票的时候，就应
该明白这家公司存在财务投资者，而财务投
资者也会在合适的时机减持股份，例如淄博

晓希，它持股9.75%，这次要减持3%，剩下的
6.75%预计未来也会逐渐减持， 即投资者应
有所预期， 这样的投资者不会持股到永远，
它们最终一定会清仓减持。

所以投资者要慎重买股， 买入的时候
就要有心理准备， 随时都有可能看到股东
减持的公告， 如果投资者确认即使存在股
东减持的公告，依然愿意买入股票，那么再
行买入。

其次， 投资者在看到减持公告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 现在的价格在财务投资者眼
中已经处于逢高的位置， 这种逢高或是投
资者炒作所致，或者股东想办法造成，总之
现在的股价不会是低估的，此时，投资者可
以选择性撤离。当然，投资者也可以等待上
市公司业绩提升充实价值， 但投资者也会
因此承受股价调整的风险。 因此本栏认为，
对于股东决定减持的股票，投资者还是要慎
重持股。

再次， 投资者也要警惕减持公告之后

的股价非理性上涨， 毕竟股东公告减持之
后不可能立即卖出， 它们的减持时间是公
告之后15个交易日开始的6个月时间 。所
以，股价在经历了公告开始时的短线冲击
之后， 不排除投资者出现遗忘的可能，而
且新的投资者也有可能进场抄底，此时如
果股价出现非理性上涨，不排除是部分股
东刻意为之，即当它们进入真正的减持期
时，股价的上涨投资者要充分警惕，这种
拉高行为， 有可能会是大调整的前兆。因
为股东一旦完成减持， 那么就不会再刻意
支持股价， 虚高的股价出现调整也就不足
为奇。

虽然东岳硅财的半年报利润出现大幅
增长， 但是同时股价也出现了翻倍的上涨，
此时财务投资者发布减持公告，投资者有理
由担心这种业绩增长能否持续，毕竟现在公
司的动态市盈率在50倍之上，公司的每股净
资产只有3.58元， 对应的22.03元的股价并不
算便宜。

大股东集中减持 多只牛股股价重挫

A股多家上市公司大股东欲集中减持。经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8月18日晚间，有21股披

露股东减持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披露减持计

划的个股中，有多只个股近期股价大涨。如因

有机硅概念受热捧的东岳硅材（300821），以

及氢能概念股中泰股份。上述2股均于8月18

日创下股价年内新高，深圳燃气、福鞍股份等

个股近期股价也上涨明显。受股东欲趁机套

现的影响，多股8月19日股价受到重挫。

单日21股股东拟减持

8月18日晚间，福鞍股份、仕佳光子等21

股对外披露了股东减持公告。经Wind数据统

计，8月以来，有205股披露了股东拟减持计

划，日均减持个股数量为13股，由此可以看

出，8月18日披露减持计划的个股数量远超本

月减持数量的日平均值。

从减持比例来看，翔丰华是上述21股中

减持比例最高的个股，翔丰华有4名股东拟

进行减持，减持比例合计达7.41%。具体来

看，股东赣州众诚致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持有翔丰华股本总数的2.7%，计划减

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8%；雷萍持有

2.56%翔丰华股份，计划清仓式减持；翔丰

华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启迪汇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点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翔丰华8.21%、6.42%

股份，分别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4%

及1.43%。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在8月18日

同时拟减持其持有的两家上市公司股票。中

国信达拟各减持西部创业、中国核建2%的股

份。截至8月18日，中国信达分别持有西部创

业、中国核建2.29亿股、3.09亿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5.71%、11.67%。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股东减持往往会

被市场认为是对行业与公司信心不足，不看

好公司未来，因此会影响市场信心进而引发

股价下跌。投资者应仔细分辨大股东减持的

真实原因，并根据具体原因来决定是否跟随

减持这种股票”。

高位套现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21只个股中，如东

岳硅材、深圳燃气等多只个股近期股价大涨。

诸如，8月18日晚间，东岳硅材披露公告

表示，公司股东淄博晓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淄博晓希”）计划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00万股，即不超过东岳硅材总股本的3%。

据了解，淄博晓希持有东岳硅材股份1.17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75%。对于减持的

原因，淄博晓希方面表示，系资金需求。

因有机硅概念受热捧，东岳硅材近期股

价大涨。6月16日-8月18日，东岳硅材股价区

间累计涨幅为112.54%。8月18日，东岳硅材以

涨停收盘，收盘价为22.55元/ 股，涨幅为

20.01%。值得一提的是，该收盘价创下了东岳

硅材股价年内新高。

同样股价于8月18日创年内新高的还有

中泰股份。交易行情显示，中泰股份8月18日

收涨6.7%，收盘价为23.41元/股。盘中中泰股

份一度达到25.98元/股的年内新高。中泰股份

近期二级市场表现十分亮眼，7月2日-8月18

日期间，中泰股份股价翻倍，区间累计涨幅为

102.51%。

中泰股份8月18日晚间公告，公司股东及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10人计划减

持公司不超过984.98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2.6%，10人合计持有中泰股份27.71%股份。

此外，披露减持计划的个股中，翔丰华5月

12日至8月18日区间累计涨幅为47.09%，深

圳燃气7月28日-8月18日区间累计涨幅为

60.53%，福鞍股份7月19日-8月18日区间涨

幅为50.75%。

股价下跌

业内人士认为，大股东减持对上市公司

而言是利空，短期内会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

8月19日，上述股价近期大涨的个股中，多股

股价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截至8月19日收盘，上述个股中下跌幅度

最大的个股为中泰股份。

交易行情显示，8月19日，中泰股份低开

5.08%，报22.22元/股，盘中股价继续下挫，最

终以20.69元/股收盘，跌幅为11.62%，成交金额

为11.78亿元，换手率为18.9%，总市值为78.25

亿元。经北京商报记者粗略计算，中泰股份较前

一交易日收盘总市值蒸发约10.29亿元。

资料显示，中泰股份主营业务为深冷技

术的工艺开发、设备设计、制造和销售，主要

产品有板翅式换热器、冷箱和成套装置，广泛

应用于天然气、煤化工、石油化工、氢能源以

及电子制造等行业。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中泰股份证券部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员表

示，“今年还未披露过减持计划，此次是将股

东及部分董监高的减持情况一同披露，未来

股东及董监高还有没有减持计划目前并不

清楚”。

深圳燃气、江龙船艇、翔丰华8月19日股

价同样大跌。交易行情显示，深圳燃气8月19日

收跌9.84%，报9.9元/股。江龙船艇8月19日股价

下跌9.95%，收盘价为26.51元/ 股。翔丰华8月

19日股价跌幅为6.88%，收盘价为52.5元/股。

前一交易日涨停的东岳硅材8月19日也

以下跌收盘。交易行情显示，8月19日，东岳硅

材开盘价为21.54元/ 股，跌幅为4.48%，盘中

股价最低跌至20.2元/股，但尾盘股价拉升，最

终收盘报22.03元/股，跌幅为2.31%。

承珞资本合伙人徐泯穗表示，“股东减持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资金需求，也可能是觉得

股价阶段性高估。虽然大股东减持往往对市

场有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偏短暂”。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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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中报增亏 下半年新主格兰仕扛重任

北京商报2021.8.20

上半年亏损1.29亿元

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惠而浦的财报

依旧“不好看”。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惠而浦实现

的营业收入约25.42亿元，同比增长17.94%，

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1.29亿元，去年

同期惠而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1.16亿

元。可见，今年上半年惠而浦不但没有盈利，

反而出现增亏。报告期内惠而浦实现的扣非

后净利润亏损约1.88亿元，较去年同期也同比

增亏。

据了解，惠而浦旗下拥有惠而浦、帝度等

品牌，致力于提供洗衣和厨房解决方案，涵盖

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干衣机以及厨房电器、

生活电器等产品线。

对于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亏损的原因，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惠而浦董秘办公室进行采

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看来，惠

而浦业绩亏损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仍在，二是大宗原材料涨价所致。梁

振鹏具体谈到，家电行业的上游原材料铜、

钢、铝、铁、塑料等各种上游零部件的原材料

一直在涨价，而且价格是大幅度上涨，使得生

产成本持续增加。同时惠而浦本身的品牌溢

价能力也不强，产品卖不上价，而生产成本又

一路上涨，因此导致惠而浦今年上半年仍处

于亏损状态。

惠而浦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

的营业成本约22.66亿元，同比增长27.56%。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自2019年以来，惠

而浦的经营业绩持续承压。数据显示，2019

年、2020年惠而浦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

52.82亿元、49.44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15.97%、6.39%。2019年、2020年惠而浦实现

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3.23亿元、-1.5亿元。

2019年、2020年惠而浦的扣非后净利润也接

连亏损。

今年一季度惠而浦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仍

为亏损状态。

盈利困局待破

业绩接连亏损的惠而浦，今年5月刚刚迎

来新主。

回溯公告，惠而浦于2021年3月26日收到

格兰仕送达的《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彼时格兰仕向要约

收购期限内惠而浦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发出部分要约，预定要约收购股

份数量约4.68亿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1%，

要约价格为5.23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2021

年3月31日至2021年4月29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2021年3月31日至

2021年4月29日要约收购期间，最终有10个

账户，共计约3.92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约51.1%）接受格兰仕发出的要约。

截至2021年5月6日，上述要约收购的清

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彼时格兰仕持有惠

而浦约3.9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约51.1%。格

兰仕成为惠而浦控股股东，惠而浦实际控制

人变更为梁昭贤和梁惠强。

按照上述数据计算，格兰仕要约收购惠

而浦51.1%股份，斥资逾20亿元。

要约收购完成后，格兰仕仍在不断加码。

截至今年6月末，格兰仕持有惠而浦股份的比

例升至53.84%。

实际上，格兰仕成功收购惠而浦，被认为

是里程碑式的合作升级。在投融资专家许小

恒看来，在业绩接连亏损的情况下，新主也将

扛起扭亏重任。

在梁振鹏看来，从格兰仕入主的时间来

看，今年上半年，主要还是惠而浦原高管团队

在进行相关的运营，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格兰

仕对惠尔普的整合效应还没有发挥出来，惠

而浦后续如何发展更值得关注。

今年半年报中，惠而浦也作出了下半年

的经营计划。惠而浦表示，继续巩固洗衣机、

干衣机、冰箱产品的技术优势地位，做大做

强白色家电；投入资源加快洗碗机、油烟机、

集成灶等厨房电器产品布局，健全产品品

类；着重于套系化产品的开发，推出全行业

最集成的套系产品，打造新的规模和利润增

长点；双品牌、多品类、全渠道、全方位做大

中国市场，推动惠而浦品牌成为中国最受欢

迎的高端品牌；发挥全球研发与中国制造的

优势，全品类以精品战略扩大国际贸易业务

规模。

梁振鹏谈到，目前来看，现在格兰士对惠

而浦已经开始进行整合。预计格兰仕对惠而

浦进行大力的整合之后，效率开始真正提升，

相应的生产管理的质量水平、生产工艺也都

会进行提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今年下

半年格兰仕对惠而浦的业绩提升是能够发挥

出来的。

不过，梁振鹏亦提到格兰仕对惠而浦的

改革也面临挑战。“无论是对人事调整、对生

产流程再造、对产品质量的提升、对生产效率

还是管理模式各方面的改革，能不能快速到

位对于格兰仕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梁振鹏如

是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8月19日晚间， 惠而浦

（600983） 中报成绩单出

炉。在2019年、2020年业绩

接连亏损的背景下，今年上

半年惠而浦经营业绩再度

让投资者失望，报告期内归

属净利润出现增亏。值得一

提的是， 今年5月广东格兰

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格兰仕”）正式

入主惠而浦。 对于新主来

说，如何破解惠而浦的盈利

困局值得关注。

惠而浦2019年、2020年以及今年上半年业绩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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