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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上市公司
都该有敢说话的重要股东

周科竞

徐翔的一番话，让一家上市公

司放弃了收购资产，有时候这样的

重要股东能够拯救一家公司，他们

的身份很重要，不仅仅是持股很大

的股东，同时也适合中小股东一样

的非控股股东。

一般来说，A股上市公司的大

股东是非常强大的，基本没有什么

其他股东能跟大股东叫板，大股东

说要收购资产，其他股东就算反对，

一般也意义不大，例如三成中小股

东反对的股权激励，依然能够通过

表决，而这种一股独大的表决制度，

也有可能引发很多问题。

例如某次收购资产，或许是大

股东独具慧眼，也或者是这个资产

的卖家和大股东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但问题的关键是，买入资产的实

体并非大股东自己，而是包括其他

股东在内的上市公司。过去的市场

中，有不少公司的收购资产都形成

了巨大的商誉，然后就是完成三年

的业绩承诺，但业绩承诺期一过，马

上就出现变脸，此时投资者肯定是

郁闷的，大股东的心情则不得而知。

假如每家公司在收购资产等重大决

策时都能有个重要股东站出来给出

客观的意见，那么投资者就能够据

此分析出这次收购到底是好是坏，

虽然说重要股东说的也不一定就

对，但至少兼听则明，让投资者也能

有个思考的过程。

正如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有些大

公司的董事会也是派系林立，各方争

论不休，最后的结果虽然有时候并不

完美，但是却也能避免很多明显的错

误。其实，对于那些收购资产后爆雷的

上市公司，如果能在收购之初，有一个

或者更多的重要股东站出来提出质

疑，可能这些收购压根就不会成行，也

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伤害。

所以本栏说，每家上市公司都应

该有一个敢说话的重要股东，这个股

东不一定非得是二股东，只要敢说真

话，又有比较专业的知识，就可以帮助

上市公司避免很多错误，虽然说监事

会、独立董事也都有类似的功能，但是

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他们的所作所

为并没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在上市

公司重大决策上，他们也很少会违背

大股东的意愿，或许真的只有自己掏

钱了，才能做到说真话。

其实，投资者是非常需要这样

的真话的，尤其是在上市公司有重

大决策的时候，如果这些决策的投

资者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给

出正确的意见，那么这样的股东就

应该站出来说话，哪怕是只持有100

股的小股东，也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小股东总有一种错误观念，觉

得持股数量少，就没什么权利意识。

其实并非这样，持股少的股东可以

联合其他中小股东一起，当持股比

例足够大的时候，这个组合起来的

重要股东的话语权就显得十分重

要，可能会对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

产生重要影响。

投资者不能总等着管理层来做

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投资者自己也

要发挥一些力量。毕竟上亿的投资

者，一定会有对大股东决策有真知

灼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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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无视关注函再获“一”字板 九安医疗否认炒作

暴赚超12倍后 奥翔药业大股东减持套现

北京商报2021.11.25

连续斩获8个涨停板

九安医疗无疑是近期的牛股，11月24日股价

再度涨停收盘。

交易行情显示，11月24日九安医疗早盘开盘

便“一”字涨停，截至当日收盘，九安医疗股价被牢

牢封死在涨停板上。11月24日，九安医疗收14.6元/股，

盘中股价创年内新高，当日股价涨幅为10.02%，

最新总市值为69.88亿元。

据东方财富显示，九安医疗11月24日总共成

交金额为4151万元。股价大涨之际，九安医疗也

遭遇投资者抢筹。截至11月24日收盘，九安医疗

涨停板位置封单逾10万手。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九安医疗自11月8日

以来，股价开始上扬。东方财富显示，11月8日-24

日期间，九安医疗股价累计涨幅为143.33%，且11

月15日-24日期间，九安医疗更是连续收获8个涨

停板。

拉长时间线看，后复权形式下，2021年1月4

日-11月5日区间，九安医疗的股价累计跌幅为

33.78%。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九安医疗的股价

已实现逆袭。

消息面上，九安医疗在11月8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于北京时间2021年11月6日（周六）凌晨获悉，

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权，公司美

国子公司iHealthLabs Inc.（以下简称“iHealth

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抗原家

用自测OTC试剂盒（胶体金免疫层析法）获得应急

使用授权（EUA），该授权的详细信息也已于同日

在FDA官方网站公示。该产品获得EUA后，可在美

国公共卫生健康应急期间，在美国和认可美国

EUA的国家/地区销售。

据九安医疗介绍，该产品可由个人自行采集

前鼻腔拭子样本进行操作，15分钟快速出结果，

使检测过程更加方便、快捷、低成本，方便个人及

家庭对新冠肺炎进行快速、及时的筛查，助力疫情

防控。

“公司子公司iHealth美国的上述产品获得

FDA的EUA后，需求者购买无需处方，通过美

国的电商、药店、商超等渠道进行销售，预计未

来可能为公司带来相关销售收入。此次检测产

品通过EUA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是公司在

IVD领域的重要突破，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和市场拓展能力，为全球更多的地区和国家

提供专业可靠的新冠病毒检测解决方案。”九安

医疗如是表示。

在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看来，当个股短期涨

幅巨大时，投资者在投资时则要谨慎，谨防追高被

套。投融资专家许小恒亦谈到，在选择股票时，投

资者要进行细致研究，避免盲目跟风炒作。

公司：不存在故意哄抬股价

披露利好后，九安医疗近期在互动易平台上

就相关事项答复投资者提问时称，“市场需求处于

上升趋势”“试剂盒已在当地向C端和B端同时销

售”“试剂盒的官方网站销售价格为6.99美元（1

人份）”“试剂盒产品属于美国联邦政府集采的产

品类别”“试剂盒已经开始规模生产并在当地现货

热销”“目前的月产能为1亿人份”“计划估算到

2022年初产能增至每月2亿人份”。

股价暴涨的九安医疗也被深交所盯上。11月

23日晚间，深交所向九安医疗下发关注函。

深交所要求九安医疗结合公司试剂盒产品的

应急使用授权期限、市场需求、售价、产能及产能

扩张计划、产销量、市场份额、竞品情况、盈利能力

等因素，说明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就试剂盒产品

的相关答复是否审慎、客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并

与实际情况相符，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或宣传、广

告、夸大性质的表述，并说明理由。

深交所还要求九安医疗说明公司在互动易平

台上就试剂盒产品的相关表述是否属于《股票上

市规则（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

件的进展情况及判断依据，如属于，进一步说明

《获授权公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未披露前

述情况的原因及合规性。

另外，九安医疗还需自查公司近期接受媒体

采访、接受机构和投资者调研、答复投资者咨询等

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准确性、及时

性、公平性等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

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对此，邬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在互动易上披露的信息全都是在公告中或

者FDA网站上已经公示的信息，除了这些信息之

外我们没有披露过其他信息，不存在故意哄抬股

价、炒作股价的情形”。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股价暴涨背后，九安医

疗业绩底气有些不足。数据显示，九安医疗今年前

三季度实现的营业收入约7.9亿元，同比下降

50.82%；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5012.8万元，同

比下降86.19%。邬彤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度业

绩下滑在意料之中。邬彤具体谈到，今年前三季度

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疫情

下，公司额温计产品属于防疫产品，销售的结果很

好，因此公司2020年整体业绩也是历史上销售收

入最高的一年。

在被问及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产

品是否给公司2021年业绩带来改观时，邬彤表

示，“我们试剂盒销售是从11月的第二周开始销

售，该产品合并到上市公司2021年年报表内就

是今年的11月和12月的销售收入，但目前具体金

额是多少还不知道”。 北京商报记者刘凤茹

股价暴涨之际，牛股九安医疗（002432）被监管盯上，不过这并未阻挡九安医疗

股价继续走高的热情。11月24日，九安医疗再度斩获“一”字板，盘中股价还创出了年

内新高，至此，九安医疗已连续收获8个涨停板。股价暴涨的九安医疗，是否存在利用

互动易平台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也是市场和监管关注的重点。11月24日，九安医疗

董秘邬彤独家回应北京商报记者称，“不存在故意哄抬股价、炒作股价的情形”。

两股东拟趁机清仓减持

股价大涨之后，LAVBridge及其一致行

动人拟趁机减持套现。

11月24日晚间，奥翔药业披露公告称，

LAVBridge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礼安计划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1411.2万股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4.91%。

而在本次减持计划前，LAVBridge持有

奥翔药业1008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3.51%；上海礼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03.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经计算，LAV

Bridge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礼安合计持有奥

翔药业4.91%的股份，这也意味着两股东将清

仓减持。

据了解，LAVBridge的实际控制人为YI

SHI（施毅），上海礼安的实际控制人为陈飞，

就奥翔药业的投资两人为一致行动人，LAV

Bridge与上海礼安为关联股东。对于此次减

持的原因，LAVBridge及上海礼安均表示，

出于自身运营管理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LAVBridge及上海礼

安清仓减持背后，奥翔药业近期股价涨幅较

大，这也让公司不少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交

易行情显示，11月24日，奥翔药业股价不断震

荡走高，在盘中触及44.54元/股的高点，当日

最终大幅收涨7.06%，报43.34元/ 股，总市值

为124.5亿元。

将奥翔药业股价拉长来看，在11月1日-24

日这18个交易日，公司区间累计涨幅达

74.28%，同期大盘涨幅为1.28%。

股价大涨的背景下抛出清仓减持计划，

LAVBridge及上海礼安的“吃相”不免有些

难看，这也引发了奥翔药业投资者的不满。

11月24日晚间，在奥翔药业股吧就有投

资者表示“明天关灯吃面”“幸好走了，没有利

好拉升的果然都是猫腻”。

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股价大涨后，股东抛出的减持计划确实

会对投资者情绪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如果公

司基本面较好，公司长期股价走势不会受股

东减持利空的影响。”布娜新如是说。

4900万变6.12亿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LAVBridge及上

海礼安清仓减持的背后，两位股东将实现

暴赚。

按照11月24日的最新收盘价计算，LAV

Bridge及上海礼安的减持市值达6.12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LAVBridge及上海礼安

系奥翔药业的原始股股东。

资料显示，奥翔药业2017年5月登陆A股

市场，公司主要从事特色原料药及医药中间

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为客户提供定制

生产和研发业务。根据奥翔药业2017年披露

的招股书显示，LAVBridge及上海礼安在

2015年通过增资方式入股公司。

具体来看，2015年3月，奥翔药业进行了

第二次增资，此次增资扩股350万股，由LAV

Bridge及上海礼安认购，每股增资价格为14

元。经计算，LAVBridge及上海礼安获取上述

股份共计耗资4900万元。针对彼时入股奥翔药

业，两股东也表示，基于对公司未来前景的判

断，而增资的定价依据主要是综合考虑公司的

盈利能力、资产规模及未来发展前景。

入股奥翔药业之后，公司也相继进行过

送股行为，在上市之前，LAVBridge、上海礼

安分别持有公司600万股、240万股股份。不

过，奥翔药业上市后，LAVBridge、上海礼安

又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取一些股份，

合计持股1411.2万股股份，即目前全部减持

股份。

自奥翔药业上市后，LAVBridge、上海

礼安未曾有过减持行为，上述减持股份成本

即2015年增资入股时的4900万元。

经计算，按照最新股价，LAVBridge、上

海礼安暴赚12.49倍。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一直以来，投资原始股确

实让不少股东实现财富自由，不过这当中也

有一些风险问题，因为无法确认公司是否能

成功上市，如果不能登陆A股资本市场，那投

资收益则要另说了。

据了解，LAVBridge系于2014年11月

25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与投资咨

询服务。

纵观奥翔药业上市后的业绩表现也较为

理想，2017-2020年以及2021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2.4亿元、2.44亿元、3.08

亿元、4.09亿元、4.3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

分别约为5301万元、4386万元、5639万元、

8684万元、1.1亿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

润分别约为5097万元、3402万元、4822万元、

8554万元、1.09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果然，投资原始股最赚钱！11月24日

晚间，奥翔药业（603229）披露的一则公

告显示，股东LAVBridge（HongKong）

Co.，Limited（以下简称“LAVBridge”）及

一致行动人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礼安”）拟合计

减持不超4.91%的公司股份，也系清仓减

持。不过，这一举动引发了投资者的不

满，主要是由于奥翔药业股价近期大涨

超七成。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两位减持

股东均是奥翔药业的原始股股东，早在

公司上市前就通过增资方式进入，记者

通过查阅上市公司招股书计算，上述减

持股份彼时仅耗资4900万元，而按照11

月24日的收盘价计算，LAVBridge及其

一致行动人的减持市值达6.12亿元，这意

味着两位股东暴赚超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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