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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强制赎回
应设自动转股

周科竞

投资者因忘记转股或卖出，

可转债被强制赎回的事件屡见

不鲜，本栏认为，可转债属于债

券加认股期权，其中的期权如果

是实值，理应可以自动行权，本

栏认为可以通过投资者和券商

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来避免损

失，即到了最后交易日的最后5

分钟，如果投资者没有卖出也没

有转股实值可转债，券商就要替

投资者进行转股操作，以避免投

资者的损失。

又有两家可转债的强制赎

回让投资者中招，损失非常惨

重，原因大概率是忘了，否则这

种显然要进行处理的事情却没

有处理，没有其他可以解释的理

由，要想让投资者少忘些事情，

最好的办法是多看看上市公司

和交易所的公告，毕竟自己的事

情还是要自己多上心，别人都只

能是辅助，自己才是主角。

当然，券商也可以对此做一

些服务性工作。例如过去新股按

照资金申购，券商就有一项服

务，在投资者签字确认的前提

下，券商会自动帮助投资者申购

新股，如果中签后在上市第一天

集合竞价券商就会自动帮助投

资者市价申报卖出（那时新股上

市当日没有涨跌停板限制）。这

样很多投资者就可以把钱放在

股票账户不管了，券商帮申购，

如果中签了券商帮着上市后获

利了结，投资者只需要想起来的

时候看一眼就行了。或许这样的

委托打新服务在现在看来有违

规的嫌疑，但是在当年，此举的

确吸引了大量厌恶风险的资金

参与其中，券商也因此吸纳了不

少新客户。

事实上，现在的期货、期权

在最后交易日也有自动行权的

约定，即投资者如果持有的是实

值期权，在收盘后如果投资者没

有主动申报，那么交易所就会自

动帮助投资者行权权利单，如果

是虚值期权，交易所就会帮助投

资者放弃行权。总之就是如果投

资者不表态，交易所就会按照有

利于投资者的操作进行。

很明显，现在的可转债强制

赎回，放弃转股肯定是对投资者

不利的，那么能否由券商在最后

转股日没有收到投资者拒绝转

股的申报时，自动为投资者转

股，以避免投资者忘了的损失？

本栏认为，可以考虑把明

显有利于投资者的行为设定为

默认，而不是把无为设定为默

认，如果券商担心因此引发法

律问题，可以为签字同意的投

资者开展这项服务，同样的自

动操作还可以有配股缴款等。

事实上，现在在提醒投资

者中签缴款方面，券商服务还

是比较到位的，一般投资者账

户资金不足时，券商都会通过

短信、电话等形式提醒投资者，

本栏不清楚可转债强制转股时

券商会不会打来电话，但券商

的确可以为投资者的“健忘”再

多做一些工作，本栏认为如果

券商能够帮助“健忘”的投资者

避免损失，这项服务一定能够

受到大多数投资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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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董事遭独董反对 金溢科技人事分歧引问询

破发潮后 11月新股首日表现如何

北京商报2021.12.2

月平均涨幅仅高于10月

整体来看，11月新股的上市首日平均涨

幅与2021年其他月份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

仅高于新股频频破发的10月。

Wind数据显示，11月共有32只新股登陆

沪深两市，从上市板块来看，这32只个股中，

有半数新股登陆创业板，为16只。在科创板上

市的新股有10只，有6只新股在主板上市。

从上市首日平均涨幅来看，Wind数据显

示，11月上市的32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

约为99.26%，低于2021年以来新股上市首日

平均涨幅175.12%。单月来看，新股上市首日

平均涨幅最高的月份为7月，平均涨幅约为

265.31%；此外，三季度整体新股上市首日平

均涨幅偏高，8、9月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均

超过200%，分别为209.94%及206.34%；6月

为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第二高的月份，当

月平均涨幅为236.45%。1-5月，单月新股上

市首日平均涨幅均在100%-200%之间，分别

为 112.98%、174.79%、168.78%、157.97%、

163.51%。10月下旬开始频频出现新股破发的

情况，拉低了10月的平均涨幅，仅为55.71%。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表示，2020年以来，

资本市场存在着过热的问题，二级市场项目

估值也被高估。按照以往的经验，所有被资本

热追的板块，都有一个回调过程。目前，二级

市场率先回调，且回调幅度较大，一级市场反

应迟于二级市场，使得现在出现部分一二级

市场的倒挂。

3只新股上市首日破发

与10月底相比，11月新股上市首日破发的

情况有所减少。这32只新股中，有华兰股份、新

点软件、争光股份3只新股上市首日破发。

Wind数据显示，11月上市首日跌幅最大

的个股为在11月1日上市的华兰股份，当日下

跌10.09%。东方财富显示，华兰股份发行价格

为58.08元/股，发行市盈率为101.4倍。上市首

日，华兰股份开盘即破发，当日开盘价为51.55

元/股，当日收盘价为52.22元/股。

随后于11月2日上市的争光股份也经历

了上市首日破发的情况。东方财富显示，争光

股份发行价格为36.31元/股，发行市盈率为

54.59倍，当日收于36.09元/股，收跌0.61%。新点

软件破发则出现于月中，11月17日，新点软件登

陆科创板，新点软件发行价格为48.49元/股，

当日收于46.31元/股，跌幅为4.5%。

不过，11月大部分“打新一族”仍有钱可

赚。Wind数据显示，32只个股中，有13只个股

上市首日股价翻倍，涨幅最高的个股为11月

26日上市的金钟股份，上涨297.28%；11月16

日上市的万祥科技次之，涨幅为205.98%；11

月22日上市的正强股份为第三名，涨幅为

193.18%。有8只个股涨幅在50%-100%之间，

涨幅在1%-50%的个股同样有8只。

金融系统业内人士武忠言表示，注册制

下新股的稀缺性有所下降，新股基本面的差

异导致上市后涨幅出现二八分化。那么投资

者该如何打新？武忠言建议，应从行业发展前

景、公司基本面、市盈率等方面去甄别选择待

申购的优质新股。

15股上市首日至今股价下跌

除了新股上市首日的表现，新股上市之后

的走势也值得关注。Wind数据显示，上市首日

至12月1日收盘，有15只个股股价下跌；截至

12月1日收盘，上市首日破发的争光股份涨超

发行价，新点软件、华兰股份两股仍破发。

具体来看，Wind数据显示，金钟股份、运

机集团等15股上市首日至12月1日区间股价

下跌，其中上市首日涨幅最高的金钟股份下

跌最多，下跌15.91%，运机集团次之，下跌

15.6%；还有炬芯科技、海力风电、强瑞技术3

股下跌超10%。而镇洋发展上市首日以来则

大涨125.38%，富佳股份、灿勤科技则分别大

涨94.99%、53.49%。

截至12月1日收盘，这32只新股中，相对于

发行价涨幅最高的个股为雅创电子，涨幅为

254.66%；有6股相对于发行价涨幅超过200%；

上市首日破发的争光股份相对于发行价上涨

了17.02%，华兰股份、新点软件股价仍破发，相

对于发行价跌幅分别为7.37%、7.63%。

资料显示，华兰股份专业从事直接接触

注射剂类药品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各类覆膜胶塞、常规胶塞等，并

广泛用于输液、冻干、粉针、单抗、小水针、采

血、中药复方制剂等药品制剂领域，保护药物

免受环境影响，并有助于维持药物质量和安

全。截至12月1日收盘，华兰股份报53.8元/股，

总市值为72.45亿元。

针对公司相关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华兰股份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作人

员表示，“同期上市的一批公司很多都同样

处于股价破发的情况，目前针对股价破发的

情况，没有相应提振股价的计划，我们尊重

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10月底，A股经历了一场破发潮，更有投资者戏称“中签如中刀”，如何打新成

为投资者热切关注的话题。破发潮后，新股上市首日表现也值得投资者关注。Wind

数据显示，剔除掉北交所上市个股，11月共有32只新股在沪深两市上市。合计来

看，32只新股上市首日的平均涨幅为99.26%，2021年上市的所有新股上市首日平

均涨幅为175.12%，相对有所收窄。具体来看，32只新股有29股上市首日股价上涨，

有华兰股份（301093）等3只个股破发。新股上市后的后续表现也值得关注，Wind数

据显示，32只新股中有15只新股上市首日至12月1日收盘股价有所下跌。

提名叶苏甜为董事遭反对

12月1日，深交所就提名叶苏甜为金溢科技董

事遭到独董反对一事下发问询函进行追问。

11月22日，金溢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合

计持股3%以上股东杨成（以下简称“提议人”）以书

面函件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选举叶苏甜

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

函》，提议将《关于选举叶苏甜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据了解，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杨成持有金溢科

技4.16%的股份，为公司第五大股东。

作为提议人，杨成称，为完善公司内部民主决

策制度以及引入外部专家的专业意见，提议补选叶

苏甜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资料显示，叶苏甜，女，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叶苏甜任职经历丰富。叶苏甜曾先

后任职于中兴通讯、中国平安集团、深圳市远致富

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济宁市海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不过，杨成此次推举的人选却遭到公司独立董

事的反对。根据金溢科技披露的公告来看，独立董

事对叶苏甜的综合情况及履历进行了核查，认为本

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叶苏甜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

效；被提名人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不得聘任为董事的

情形。但其现任非独立董事的公司———深圳市捷顺

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业务存在竞争关系，

作为独立董事无法确定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会否

为公司带来不确定影响，因此不同意该提名。目前

李夏、陈君柱、向吉英担任金溢科技的独董。

深交所在下发的问询函中，要求金溢科技补充

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反对意见所履行职责的具

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已履行的程序、核查的文件

等，在发表独立意见时是否勤勉、尽责；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反对意见的依据，其发表的独立意见是否充

分、准确、完整。

对此，金溢科技相关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相关事项我们会以公告的形式来进

行回复和披露”。

聘任总经理议案出现反对票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期金溢科技管理层在

人事任命上出现一定分歧。

金溢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11月

16日召开，该会议共审议通过了选举张东生、蔡福

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聘任蔡福春为

公司总经理等多项议案。从表决情况看，选举蔡福

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以及聘任蔡福

春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均有1票反对。

不过，彼时金溢科技并未披露具体的原因，这

不免让投资者对公司的信披产生质疑。而后，深交

所也下发关注函，要求金溢科技补充披露就上述

议案投反对票的董事姓名、具体反对理由及其发

表反对意见的依据，并要求公司就其反对理由作

出相应解释。

从金溢科技回复函中来看，上述议案投反对票

的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于海洋，于海洋认为关于总经

理的选拔标准，公司应该梳理清楚目前经营管理上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的方向，以及公司经营团队

的问题再确定总经理的选拨标准和配套奖励机制，

选拔面向未来、德才兼备的合适人选；公司正处于

重要的转型期，目前更换总经理的时机不成熟，公

司需要明确可行的转型方向后，再选择合理的人选

担任总经理。

金溢科技则认为，公司此时更换总经理，正是

基于公司转型之整体考量，需要有更适合公司未来

新的发展方向的领导班子来引领公司，更换总经理

是顺应转型要求，与转型并不冲突。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认为，作为管理层，要统一

发展理念，这样才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与经营。

据了解，金溢科技于2017年5月上市，目前主

营业务为智慧交通和物联网领域的应用开发、

产品创新与推广应用。自2020年以来，金溢科技

业绩持续低迷。数据显示，金溢科技2020年实现

的归属净利润同比下降27.95%。今年前三季度

金溢科技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8243.17万元，

同比下降116.16%。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可以看出，金溢科

技管理层近期在人事任命上意见相左，背后折射出

公司近两年陷经营困局。关于公司转型的具体问

题，金溢科技相关人士则表示“在公告里已经进行

了一个详实的回复，可以看一下相关公告”。

北京商报记者刘凤茹

业绩低迷的金溢科技（002869）近期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调整。而

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金溢科技管理层在人事任用上出现一定分

歧。继此前选举蔡福春为公司总经理议案出现反对票后，近日公司

第五大股东提名叶苏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遭到独董的反对。12

月1日，金溢科技也收到深交所下发的问询函，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是

否充分需要给监管一个合理说法。金溢科技相关人士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后续会以公告的形式来进行回复和披露。

部分11月上市新股涨跌情况一览 （截至12月1日）

华兰股份

上市首日涨跌幅

-10.09%
收盘价涨跌幅

3.03%

相对发行价涨跌幅

-7.37%

新点软件

上市首日涨跌幅

-4.5%
收盘价涨跌幅

-3.28%

相对发行价涨跌幅

-7.63%

金钟股份

上市首日涨跌幅

297.28%
收盘价涨跌幅

-15.91%

相对发行价涨跌幅

23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