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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部分量化交易
变成了量化投机

周科竞

量化交易近期又成为市场讨

论的热点话题，本栏认为，A股有些

量化交易已经变了味，带有很强的

投机性质，导致个股出现暴涨暴跌

的情形，加剧了个股的波动，挫伤

了市场的人气和信心，近期市场盘

面持续走弱则是最直接的反应。

通俗的理解，量化交易就是用

计算机的海量运算技术寻找市场

中的不合理，然后对此加以套利操

作，例如上证50ETF基金的价格突

然很贵，那么量化交易就可以买入

50只 样本股，同时卖出50ETF基金，

然后等到价格回归合理时平仓出

局。量化交易的范围很广泛，不仅

仅可以跨品种套利，还可以跨市

场、跨时间等多种套利，只 要投资

者能够写出程序，电脑就可以按照

程序执行。当然，还有资金专门从

事解析套利模型，然后寻找模型的

漏洞并加以攻击的操做。所以说量

化交易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模型一

旦被攻破，就会产生巨大损失，

但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

这样的量化交易，而是打着量化交

易旗号的投机炒作。

投资者比较习惯的投机方式

是，庄家提前获悉上市公司的利

好，然后低位慢慢吸纳筹码，然后

拉高股价，此时投资者发现了股价

的异动，然后追高买入，等到股价

到了很高的程度，上市公司公告利

好消息，股价继续上涨，此时大量

散户投资者涌入，庄家全身而退。

这样的投机炒作，投资者是习

惯的，虽然也是最终被高位套牢或

者割肉出局，但是投资者还是能够

接受的，毕竟是自己高位追涨，只 能

买者自负。但是现在的量化投机却

大不一样。计算机通过数据统计，发

现某个股票在向上10%-20%的区间

内套牢盘并不多，然后就开始吸纳

筹码，它并不需要像庄家那样买入

很多，能买多少就是多少，然后次日

早盘就开始推动股价上涨，并冲击

涨停，此时就会有大量散户投资者

发现股价异动，然后追涨买入，此时

计算机就把以前买入的股票全部卖

出给这些追涨者，如果计算机卖完

了全部可以卖出的股票，涨停板还

没打开，计算机就不管了，如果还没

卖完，涨停板就打开了，那么计算机

会继续卖出股票，总之，当散户投资

者认为行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量化

投机者的行情已经结束，然后次日

再给投资者设计新的陷阱。总之，量

化投机者就是在不断吸引散户投资

者追涨买入，然后自己直接卖出。至

于涨停日量化交易者买入的股票，

则会在次日不计成本地卖出，这也

就出现了股票一日涨停、次日跌停

的走势。

所以本栏说，现在投资者所咒

骂的量化交易，并非真正的量化交

易，而是一种通过操纵股价走势来

炒作股民的行为，投资者如果不改

变交易习惯，就会被这些资金反复

收割，所以投资者如果想要战胜这

些量化投机者，最好的策略就是不

追涨，如果自己手中恰好持有这种

异动股票，在涨停板附近卖出也是

不错的选择。再或者稳妥起见，在

涨停板打开的时候卖出股票，或者

到尾盘时看到成交量并不大，封单

量也不大，涨停板也要卖出持股。

从长期看，开放T+0交易制度

和个股卖空机制，都能有效打击这

种量化投机，从投资者自身看，坚

持长期价值投资，可以降低被量化

投机收割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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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首批打新平均中签率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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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控人被审查起诉“妖王”*ST天成又曝利空

实控人“栽了”

10月13日晚间，*ST天成披露称，公司实控

人已被审查起诉。

*ST天成表示，公司控股股东银河集团、实

际控制人潘琦已由北海市公安局移送北海市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徐宏

军、潘琦等3人、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银河集团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一案已经收到北海市公安

局移送起诉的材料。

股权关系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银河集

团持有*ST天成17.4%的股份。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意味着刑事

诉讼，可能会面临被判刑的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早在2020年*ST天

成、银河集团、潘琦就曾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遭到过证监会立案调查。

据*ST天成2020年7月8日披露公告显示，因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集团、实控人潘琦以及相关

当事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银河集团、潘琦以及相关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银河集团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以及未履行审批程序提供担保等违规情形。

今年8月，*ST天成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预

罚单，经调查，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披露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未按规定披露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实控人潘琦还因此被采取十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曾斩获25连板

由于斩获25连板，*ST天成今年在资本市场

受到了颇多关注，更是被冠以“妖王”的称号。

据了解，今年5月有关“酒企借壳”的传闻在

市场上传开，*ST天成股价也开始飙涨，5月底到

7月初，公司连续斩获了25个涨停板，期间更是三

度停牌核查，涨幅超250%。

不过，之后*ST天成辟谣称，经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并不涉及与酒企业“借壳”

“重组”的洽谈或谈判等相关行为。除筹划解决资

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外，公司承诺自公告披露

之日起3个月内不筹划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亦不存在涉及酒资产的资本运作。

股价大涨之后，7月23日复牌的*ST天成连

“吃”9个跌停板，之后股价有所回升。截至10月13

日收盘，*ST天成股价报3.85元/股，当日收跌

2.78%，总市值为19.6亿元。针对相关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致电*ST天成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

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ST天成股东户数为

3.51万户。

开始“甩包袱”

尚处于亏损状态的*ST天成，也开始“甩

包袱”。

10月13日晚间，*ST天成还披露了一则转让

控股孙公司股权公告，公司下属子公司遵义万鸿

机电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迪康电气40%股

权转让给扬州信怡华电气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1193.96万元。

对于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ST

天成表示，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使

公司资产配置更趋合理，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规

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资料显示，此次的标的公司迪康电气处于亏

损状态，截至2020年12月31日，迪康电气经审计

的总资产6181.35万元，总负债3193.56万元，净

资产2987.79万元，净利润-2733.7万元。

此外，截至2021年6月30日，迪康电气未经

审计的总资产7425.11万元，总负债4437.35万

元，净资产2987.76万元，净利润-277.99元。

出售亏损资产背后，*ST天成经营情况也不

乐观。

2021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ST天成实

现营业收入4747.32万元，同比减少40.32%；归

属净利润-1331.1万元，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3167.91万元；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负值。

此外，*ST天成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仅941.18

万元，短期借款期末余额1.39亿元，偿债压力较

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多起诉讼、仲裁案件，

合计涉案金额14.31万元，被查封、冻结的资产账

面价值合计6.6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52.67%。

针对公司的财务情况，上交所也曾发函关

注，要求公司结合目前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况，充分说明并提示公司是否存在退市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新股合计冻结资金921亿元

10月13日晚间，北交所官宣后首批精 选

层打新结果陆续公布。整体来看，5家企业此

次发行网上中签率平均为0.866%，广脉科技

中签率最低，为0.52%；恒合股份中签率最高，

为1.3%。锦好医疗、广咨国际、海希通讯的中

签率则分别为0.69%、1.01%、0.81%。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冻结资金的金

额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投资者对该股票的青

睐程度。从冻结资金的角度来看，本次申购的

5只 新股合计冻结资金金额为921.54亿元，其

中，海希通讯冻结资金金额最高，为366.15亿

元，位列第二的是锦好医疗，冻结资金金额为

251.23亿元，广脉科技冻结资金同样超过百

亿元，为129.95亿元；恒合股份及广咨国际冻

结资金不足百亿元，分别为99.63亿元及74.58

亿元。

网上申购户数也能反映投资者参与申购

的积极程度。根据各公司公告，本次精 选层5

只 新股平均网上申购户数为18.52万户，5家

企业网上申购户数均在15万-20万户之间，

差距较小。具体来看，广脉科技申购户数最

多，为19.71万户；海希通讯与锦好医疗申购

户数同样约为18.91万户；恒合股份稍低于海

希通讯与锦好医疗，为18.47万户；广咨国际

申购户数最少，为16.59万户。

本次打新延续了新三板精 选层之前的规

则，与A股有所区别。具体来看，主板、科创板

打新时不需要缴款，待确定中签后按中签股

数对应的金额缴款；而新三板打新时需要全

额缴付申购资金，待获配股数确定后退回多

缴款项，缴款至退款间隔约两个交易日。

据了解，10月12日晚间，已有投资者在微

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打新成果。相较于平均

不足1%的中签率而言，投资者于红（化名）颇

为幸运，其在微博上公开的截图显示，在10月

8日的申购中，针对这5只 股票，于红每只 个股

分别申购了100股，除了广咨国际外，其余4股

均中签。

申购资金低于预期

经北京商报记者统计，2021年8月以后上

市的8只 精 选层新股中签率平均为1.1625%，

其中，中签率最高的个股为云创数据，中签率

为4.79%；中签率最低的个股为国义招标，中

签率为0.33%。本次申购平均中签率略低于上

述数据，但与精 选层首批新股的平均中签率

相比，本次申购中签率要略高。数据显示，首

批32家精 选层新股平均中签率为0.6%。此外，

首批32家精 选层新股有3家冻结资金超过千

亿元。

在滦海资本董事长高凤勇看来，本次精

选层新股的申购资金情况相对来说略低于市

场预期。高凤勇指出，去年在高峰时期申购资

金的金额大概在目前的两倍左右，主要还是

场内资金在博弈，新增资金较少。

高凤勇分析称，大量新开通北交所权限的

新投资者可能存在资金准备不足、对打新规则

了解不清的情况，未来，随着北交所的正式开

通，将会有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参与打新，未

来的收益率还会持续走低，申购资金量也将大

幅增加。许小恒也表示，未来随着资金涌入，中

签率会进一步下降，“一手党”仍有价值。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这5家精 选层打新

的中签率略高于市场预期，打新总资金低于

市场预期，打新资金更低于去年精 选层开市

前的32家，这也表明投资者打新热情还不是

特别火爆。首批8家打新资金，其中绝大部分

会留在账户中参与本月15日的2只 精 选层新

股及后续的6只 准新股打新，只 有少量资金会

因为配售率不高而直接进入精 选层二级市场

买入。

经Wind数据统计，截至10月13日，精 选

层股票共有66只 ，随着上述个股上市，精 选层

个股将进一步扩容。

除了上述5只 个股，目前还有汉鑫科技、禾

昌聚合和广道高新3只 个股已完成申购，中签

情况也将于10月15日出炉。此外，志晟信息、中

设咨询2只 个股将于10月15日开启申购。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今年以来，“妖王”*ST天成（600112）在资本市场上

赚足了眼球。10月13日晚间，烦心事不断的*ST天成又

曝利空，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集团”）实际控制人潘琦已由北海市公安局移送

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日晚间，*ST天成也披

露称，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拟作价1193.96万

元转让控股孙公司迪康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康

电气”）40%股权。

10月13日晚间，备受关注的北交所首批新股恒合股份（832145）、锦好医疗、广咨国际、海希通讯、广脉科技的打新结果出

炉。整体来看，5家企业此次发行网上中签率平均为0.866%，其中，恒合股份中签率最高，为1.3%；广脉科技成为其中最难中签

的个股，中签率为0.52%。5只 个股合计冻结资金逾900亿元，海希通讯遭投资者抢筹，以366.15亿元位列5只 新股冻结资金榜

首。业内人士表示，本次打新中签率高于市场预期，打新总资金低于市场预期，体现了投资者的打新热情和资金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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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资金金额99.63亿元

1.3%

中签率

申购户数18.47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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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个交易日*ST天成二级市场表现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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