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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涨停背后 鞍重股份收购消息助澜？
先于消息之前，上市公司股
价出现异动的情况再度上演。11
月28日晚间，鞍重股份（002667）
披露的一则股价异动公告显示，
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公司拟
收购某公司股权事项，预计不会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值得一提的
是，近期鞍重股份二级市场表现
亮眼，公司近5个交易日走出了4
个涨停板，这不禁让人质疑公司
内幕消息管理是否可靠。

2019年
营业收入
2.22亿元
归属净利润
0.11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0.04亿元

2020年
营业收入
2.9亿元
归属净利润
0.05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0.04亿元

2021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1.59亿元
归属净利润
-0.17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0.2亿元

>>鞍重股份近年来业绩表现一览 <<

确定方案，亦未签署任何协议，尚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
拟购某公司股权
而鞍重股份主要从事煤炭、矿山、建筑及
5天4板之后，鞍重股份披露称拟购某公 筑路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公
司股权。
司主要产品包括筛分机械、破碎机、餐厨垃圾
11月28日晚间，鞍重股份发布了一则“关 预处理成套设备等。
于公司股价异动公告”，称针对公司股票异常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收购消息披露之
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实， 前，鞍重股份在二级市场迎来一波大涨行情，
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公司 近5个交易日斩获了4个涨停板。
正在筹划收购某公司股权事项，预计不会构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鞍重股份在11月22
成重大资产重组。
日涨停，之后在11月23日再度涨停，历经两个
对于拟购公司的具体情况，鞍重股份在公 涨停板后，鞍重股份11月24日股价回调，当日
告中并未过多介绍，仅称该公司的业务领域为 收跌5.43%。不过之后在11月25日、26日再度
非金属选矿、矿产品加工、销售。另外，鞍重股 接连涨停。
份表示，该事项正处于筹划、磋商阶段，尚未
经统计，在11月22日-26日这5个交易

日，鞍重股份区间累计涨幅达38.52%，同期大
盘上涨0.17%。截至11月26日收盘，鞍重股份
股价报27.8元/ 股，总市值为64.25亿元。针对
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鞍重股份董秘
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股价大涨之后上市公司披露利好消息，这
容易引发市场对公司内幕消息管理的质疑，
这种情况也不排除会遭到监管层的追问。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深交所官网发现，在鞍
重股份近期涨停的4个交易日中，11月26日公
司登上了龙虎榜。根据当日的买卖情况来看，
买一至买五席位没有机构身影，其中位于买一
席位的是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买入金额为2598.93万元，卖出金额为369.94

万元；卖一至卖五席位则出现了两个机构身
影，其中卖二、卖五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
额分别约为1512.83万元、1023.12万元。

今年资本动作不断
筹划收购、设立子公司，鞍重股份今年以
来资本动作不断。
具体来看，2021年6月7日，鞍重股份发布
的一则“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告”引
发了市场极大关注，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
江西同安持有的江西兴锂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锂科技”）不低于51%股权。对于上
述收购，鞍重股份称，为了开拓新的业务板
块，依托原有的矿山机械主营业务，向上游选

多股东抛减持计划 神力股份股价迎考
二级市场迎来一波大涨之后，神力股份（603819）近三个交易日股价
有所回调，就在此时，公司多位股东抛出了大额减持计划。据神力股份最
新公告显示，股东庞琴英、遂川睿忠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遂川睿忠”）拟清仓减持合计持有的公司9.2%股份，其中庞琴英系神
力股份实控人之妻，还是遂川睿忠执行事务合伙人。除了上述两大股东减
持之外，神力股份董秘蒋国峰、财务总监何长林也来“凑热闹”，二人均拟
减持不超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167%。经计算，上述股东合计拟减持不超
神力股份总股本的9.23%，这无疑也让公司股价11月29日迎考。另外，北
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神力股份目前还有4名股东正处减持期。

董秘也要减持
股东大额减持计划让神力股份11月29日股
价迎来压力测试。
据神力股份披露公告显示，股东庞琴英、遂
川睿忠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2003.52万股公司股份，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9.2%。其中，庞琴英拟减持
875.7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遂川睿忠拟
减持1127.7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8%。
而截至公告披露日，庞琴英、遂川睿忠分别
持有神力股份4.02%、5.18%的股份，合计持股比
例9.2%。不难看出，两股东拟清仓减持。
据了解，神力股份实际控制人为陈忠渭，而
庞琴英系陈忠渭之妻，庞琴英也是遂川睿忠执行
事务合伙人。对于此次减持的原因，庞琴英、遂川
睿忠均表示，出于自身资金需求。
除了上述两大股东之外，神力股份董秘、财
务总监也抛出了减持计划。
神力股份披露公告称，因个人资金需求，公
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蒋国峰、财务总监
何长林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
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不超过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即各减
持不超过36.4万股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0.0167%。
经计算，上述股东合计拟减持不超神力股份
9.23%的股份。
需要指出的是，在多股东抛减持计划的背
后，神力股份自7月底以来股价涨幅较大。经东方

神力股份近期二级市场表现一览
时间
11月1日
11月23日
11月26日

涨跌幅
2.49%
10.01%
-3.66%

收盘价
12.78元/股
14.84元/股
13.44元/股

最高价
12.89元/股
14.84元/股
13.84元/股

其中，中科江南、中科盐发、中科金源、中科
虞山拟分别减持684.8万股、210.41万股、332.6万
股、133万股，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145%、
0.966%、1.528%、0.611%。
抛减持计划时，中科江南、中科盐发、中科金
源、中科虞山分别持有上市公司684.8万股、
210.41万股、332.6万股、133万股，分别占神力股
份总股本的3.145%、0.966%、1.528%、0.611%。
不难看出，上述4名股东拟全部清仓减持。
彼时对于减持原因，上述4名股东均表示因
资金需求。
11月27日，据神力股份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实施进展显示，中科盐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115万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85.4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中科虞山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3万股，通过
还有股东尚处减持期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0万股，减持后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上述股东抛出大额 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中科江
减持计划的背景下，神力股份还有部分股东尚处 南、中科金源未减持公司股份。
减持期。
神力股份表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
今年8月7日，神力股份曾披露过一则“关于 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股东常州市中科江南
按照减持价格来看，中科盐发减持价格区间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为“中科江 在9.84-10.31元/ 股，中科虞山减持价格区间在
南”）、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25-10.41元/ 股。
（以下简称为“中科盐发”）、宜兴中科金源创业投
资料显示，神力股份主要从事电机（包括电
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科金源”）、常熟 动机和发电机）定子、转子冲片和铁芯的研发、生
市中科虞山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产和销售，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为“中科虞山”）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 10.19亿元，同比上涨45.26%；对应实现归属净利
议转让方式减持不超过1360.82万股公司股份， 润约为1214万元，同比微涨0.66%。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25%。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财富数据统计，在7月28日-11月23日这78个交
易日，神力股份区间累计涨幅达80.1%，同期大盘
涨幅为6.15%。
股价大涨之下，神力股份近3个交易日有所
回调，其中11月24日、25日、26日分别收跌
4.18%、1.9%、3.66%。截至11月26日收盘，神力股
份股价报13.44元/ 股，总市值为29.26亿元，若按
该收盘价计算，上述股东减持市值达2.7亿元。针
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神力股份董秘办
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股价大涨之后，上市公司大股东抛出的减持计
划确实会打击到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不过如果
上市公司基本面较好，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正常
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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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厂延伸发展。
收购进行之前，标的兴锂科技股权结构
为江西鼎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兴矿
业”）持股51%、江西同安持股49%。
不过，在今年8月披露的进展公告中，鞍
重股份称，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共青城强强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江西省宜丰县
同安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同
安”）51%股权，并且公司此前签署的拟购兴
锂科技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终止。
股权关系显示，江西同安除了持有兴锂
科技49%股权之外，还持有鼎兴矿业70%股
权。上述收购披露后，鞍重股份二级市场迎来
一波大涨，同时也遭到了深交所的追问。
除了收购之外，鞍重股份今年还分别出资
5000万元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德翌汇能有限公
司、宜春友锂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00万元对子公司物翌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
11月26日，鞍重股份还对外披露了一则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称拟
与共青城亿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宜
春丹辰锂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资1亿
元成立江西领能锂业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以
自有资金认缴出资51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的51%。
资本动作不断的背后，鞍重股份今年以
来业绩承压明显，其中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
归属净利润约为-1650万元 ， 同 比 下 降
236.78%；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约为
-2023万元，同比下降-1014.49%。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面对乌龙炒作
游资和散户有何不同
周科竞

上周五，受相关消息影响，数
字货币概念股全面爆发，包括旗
天科技等多股涨停，但随后发现
该消息为媒体误读，也就是说数
字货币概念股上演了一场乌龙
炒作。乌龙炒作频现，但游资和
散户却大有不同，游资凭借资金
优势，即便消息乌龙，通过后期
的强拉出货或者低位补仓，都能
实现解套或者盈利，最多是微亏
出场，但散户则不同，面对乌龙
炒作最终将会是买单者，所以，
对于类似消息类的乌龙炒作，散
户最好还是不参与，毕竟没有资
金实力和信息优势，拿什么和游
资拼？
有大师说过，散户投资者永
远也不可能战胜庄家，最多也就
是在庄家吃别的散户肉的时候跟
着喝口汤，通俗而言，散户投资者
在投机炒作的层面上，较大资金
有明显的劣势。
对于游资而言，数字货币概
念股的炒作仅仅是众多炒作中的
一个，没什么不同。对于他们而
言，想要炒作个股几乎不存在什
么难事，因为他们手握重金，具备
资金优势，但凡有点消息层面的
利好，就足以让他们借机发挥，
也就是说，游资们不在乎消息的
真假，在乎的是炒作的机会。对
于他们而言，即便是乌龙消息，
也不会担心被套，因为他们可以
利用资金优势强拉股价出货或者
低位补仓做差价，但散户的应对
策略却少得可怜，毕竟他们不知
道未来股价的走势，买对买错全
靠运气。
有的散户投资者认为，不管
是不是乌龙炒作，游资高位买进
那么多钱，他们都不担心，自己

有何担心？实际上，这种想法并不
完全正确。游资确实也有冲动失
误的时候，但他们不会全仓高位
追入一只股票，而且很多热门股
里游资都有底仓，他们具备做T的
天然优势。另外，游资还具备消息
优势。
事实上，散户的投机思维无
所谓对错，不管散户投资者进行
怎样的分析，最后多数散户投资
者都是错误的，因为散户和庄家
的博弈不是庄家先确定了要不
要拉高股票、拉高到什么程度，
而是看着多数散户投资的操作
见招拆招。如果多数散户都不跟
风，那庄家就不断推高股价，直
到散户跟风而至，如果散户投资
者早早就跟风买入，那么庄家也
就逢高派发，股价的涨幅也不会
特别大。
所以本栏说，散户的策略无
所谓对错，追高与否也很难讲正
确与否，关键要看其他散户投资
者的判断，如果多数散户都买入，
那么庄家大概率就会出逃，此时
追高买入就是愚蠢的；但假如多
数散户都不予理睬，那么庄家大
概率还会继续推高股价，于是这
种追高行为就演变成吃鱼的中
段，在未来回顾K线图时，又会成
为一段经典佳话。
本栏经常建议投资者，不要
参与投机炒作，不管是不是乌龙，
散户投资者的胜算都是很低的，
因为散户的唯一正确策略就是和
其他散户进行反向操作，而这个
散户个体的成功又必然预示着散
户群体的失败，所以本栏说，散户
群体的最佳策略就是不参与投机
炒作，只有价值投资才是长期盈
利的最佳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