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 上市日期 2021年实现归属净利润

爱尔眼科 2009年10月30日 23.23亿元

光正眼科 2010年12月17日 0.43亿元

何氏眼科 2022年3月22日 0.86亿元

普瑞眼科 待定 0.94亿元

华厦眼科 - 4.55亿元

继3月22日何氏眼科上市后，A股市场今年又将迎来一家眼科企业。6月20日，普瑞眼科（301239）正式启动申购，公

司发行价格33.65元/股，顶格申购需配市值10.5万元，资本市场眼科企业扩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有望迎来眼科企业上

市热潮，除了上述两股之外，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眼科”）也在排队IPO，并且公司已经在

2021年8月提交了注册，正在等待证监会放行。经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统计，截至目前，A股市场发行、待发行眼科企业合

计已达5家。就上述企业的盈利能力来看，爱尔眼科居首，光正眼科最弱。

6上市公司

眼科企业上市提速 谁的“钞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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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可转债投机不妨考虑T+1
周科竞

为了抑制可转债过度投机，监管

层推出了新规，包括“上市次日起，设

置20%涨跌幅价格限制”以及新增投

资者要求“2年交易经验+10万元资产

量”的准入要求等，但是本栏认为这个

力度并不够，修改可转债的交易规则

为T+1，才能彻底抑制可转债过度投

机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创设可转债，可

转债本应是债券的一种，属于低风险

品种，应早日回归其理论属性。

可转债的畸形交易制度引发了投

资者的“博傻”心理，这是可转债过度

投机的根源。即由投资者的投机交易

引发，当投资者看到可转债可以日内

T+0交易，并且没有涨跌停板限制的时

候，部分投资者就抛弃了可转债原本

的避险属性，改为把它当成投机炒作

的工具。由于投机者出价更高，所以它

们用价格直接赶走了原本的价值投资

者，于是可转债市场整体出现泡沫。

在此背景下，投资者买卖可转债

的理由也不再是因为它能规避股价

下跌的风险，而是因为可转债有大资

金炒作。投资者买入可转债根本不需

要研究对应公司的股价走势，只需要

判断可转债有没有庄家控盘即可，两

种投资逻辑大不相同。

过度投机的可转债还会导致部

分股市资金的外流。这是因为股票市

场已经被量化资金玩坏，投资者被量

化资金的短线割韭菜伤害得遍体鳞

伤，量化资金利用计算机软件测算散

户投资者的买卖数据，然后对此进行

反向操作，投资者刚一进场追涨，量化

资金马上抛售股票割韭菜，所以，散户

投机资金已经很难在股票市场盈利。

而量化资金之所以能够相对容易的收

割韭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股票市场

的T+1交易制度。散户投资者在买入

后，即便是发现后悔了、买错了，也

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看着股价回

落无可奈何，第二天才能割肉离场。

所以本栏说，可转债的投机根源

在于T+0，而非投资者的不成熟，也不

是涨跌停板的幅度。在股票T+1的交

易制度之下，可转债的T+0属性得到

了投资者的重视，因为量化资金最怕

T+0，量化资金无法使用T+1锁定投

资者的持股，让投资者只能眼睁睁看

着股价下跌而无法割肉出局，所以量

化资金不敢进入可转债市场割韭菜。

本栏多次提议把股票市场更改为

T+0交易，吸引投机资金回流股市，但

如果目前股市交易规则改变不到时机

的话，也可以考虑把可转债市场改成

T+1交易，吸引量化资金进场收割可

转债市场的投机资金，这样也能平抑

可转债的畸形定价。

实际上，可转债改成T+1不会有

任何影响。毕竟在可转债市场，机构

投资者是主力，他们信奉的都是长期

的价值投资，当投机者退出可转债市

场，价值投资者将成为主导。

除了T+1之外，管理层还可以通

过增加对可转债交易的证券交易印

花税，同时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让

投资者摒弃炒作可转债，转为投机于

股票市场，这样做不仅可以对股市提

供利好支持，同时也能让可转债的估

值回归正常。

近3月未回复 *ST巴士成问询函回复“难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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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瑞眼科发行价33.65元/股

根据安排，普瑞眼科6月20日启动申购，

公司发行价33.65元/股。

招股书显示，普瑞眼科是一家集门诊、临

床、医疗和医疗技术开发为一体的专业连锁

眼科医疗机构，主营业务为向眼科疾病患者

提供专业的眼科医疗服务，公司的产品或服

务主要包括屈光项目、白内障项目、医学视光

项目和综合眼病项目，其中屈光项目在2021

年贡献了超五成营收。

据了解，普瑞眼科采取“直营连锁”的经

营模式，通过下属各连锁医院为眼病患者提

供眼科医疗服务，目前已在全国20个城市进

行业务布局，拥有眼科领域的医疗服务人员

超过1000人。

从此次发行市盈率来看，普瑞眼科发行

价格33.65元/股对应的2021年扣非前后孰低

归属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58.77倍，普瑞眼

科所属行业为“卫生（Q83）”，而截至2022年6

月14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卫生（Q83）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8.96倍。

普瑞眼科此次发行也出现超募情况，根

据初步询价结果，本次发行新股3740.48万

股，按发行价格33.65元/股，公司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12.59亿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约1.6亿

元（含增值税，含印花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

额约为10.99亿元，而普瑞眼科原计划募资

2.86亿元。

具体来看，普瑞眼科共有4个募投项目，

长春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哈尔滨普瑞眼

科医院改建项目、信息化管理建设项目、补充

流动资金，分别拟投入募资7420.45万元、

3041.33万元、1.02亿元、8000万元。

华厦眼科提交注册近10个月

排在普瑞眼科之后，华厦眼科也有望在

今年上市。

深交所官网显示，华厦眼科创业板IPO已

经提交注册，目前正在等待获批。据了解，华

厦眼科是一家专注于眼科专科医疗服务的大

型民营医疗连锁集团，向国内外眼科疾病患

者提供各种眼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等眼科医

疗服务，截至2021年末，公司已在国内开设56

家眼科专科医院，覆盖17个省及46个城市。

纵观华厦眼科IPO历程，耗时较长，2020

年7月31日便获得受理，之后在2021年6月24

日上会获得通过，在当年8月27日提交了注册

申请，不过，时隔近10个月目前仍未获得证监

会放行。

从证监会的问询问题来看，主要对华厦

眼科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追问，首先是商

誉减值。

招股书显示，2017年，华厦眼科收购抚州

光明、温州明乐、岳阳华厦、永州眼科4家子公

司，确认1441.33万元商誉，于当年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并于2020年4月转让了其持有的岳

阳华厦、永州眼科股权。

证监会要求华厦眼科说明收购价格是否

公允、收购子公司当年即全额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收购后不满三年即将

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

关于厦门眼科中心（民非）改制以及医改

新政等问题，证监会也提出了疑问。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在注册阶段，证监会会对企业相关问题进

行询问，可能不止一轮追问，所以IPO企业注

册阶段时间不一，不过公司一旦注册获批，后

续的上市进程也就快了。

爱尔眼科盈利能力最强

2022年之前，A股市场只有爱尔眼科、光

正眼科两家眼科企业。今年3月22日，何氏眼

科登陆创业板。

医改专家魏子柠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随着眼科医疗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国家出台

鼓励性的政策导向，眼科医疗服务行业不断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这也加速了眼科

企业IPO。“现有眼科医疗机构的竞争意识和

竞争能力正在逐步增强，这些因素也将使我

国眼科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趋于激烈。”魏子

柠如是说。

就全部已发行、待发行眼科企业进行统

计，爱尔眼科、华厦眼科、普瑞眼科、何氏眼

科、光正眼科2021年均处于盈利状态，实现归

属净利润分别约为23.23亿元、4.55亿元、0.94

亿元、0.86亿元、0.43亿元。

不难看出，爱尔眼科的盈利能力远在其

他4家企业之上。

不过就当年净利同比变动幅度来看，普

瑞眼科、何氏眼科两家企业均处于同比下滑

状态，分别下滑13.81%、13.84%。

从今年一季度业绩来看，光正眼科处于

亏损状态，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0.36亿元，

华厦眼科一季度业绩暂未披露。

爱尔眼科、普瑞眼科、何氏眼科3家企业

今年一季度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6.11亿

元、0.37亿元、0.26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普瑞眼科目前还头顶近

3000万元的商誉。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普瑞眼科合并报表

商誉账面价值为2902.85万元，主要系公司收购

北京华德、山东亮康及天津普瑞形成。数据显示，

2019年、2020年及2021年，普瑞眼科分别计提

商誉减值283.4万元、1157.5万元和812.31万元。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普瑞

眼科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

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回复“难产”时间最长

经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针对A股上

市公司2021年年报，交易所发出了逾500份年

报问询函。截至6月19日，还有许多个股未进行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其中，于3月23日收到年报

问询函的*ST巴士成为年报问询函回复“难产”

时间最久的个股，已耗时接近3个月。

实际上，这已是*ST巴士今年收到的第二

份年报问询函，早在2月7日，深交所就向*ST巴

士下发了年报问询函，公司于3月22日进行了

回复。紧接着3月23日，针对公司2021年年报部

分问题，深交所进行了二次追问。

此后，*ST巴士开始了漫长的回复之路，

并经历了多次延期。4月7日，*ST巴士首次披

露延期回复公告称，为了确保回复内容准确和

完整，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

函，争取于4月20日前向深交所报送问询函的

书面回复材料。不过，*ST巴士并未如期于4月

20日前进行回复，而是分别于4月21日、5月10

日、5月24日、6月8日进行继续延期，至今已延

期5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ST巴士连续第五

年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年报问询函。自2017年年

报开始，公司每年的年报都遭到了深交所追问。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ST巴士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

并未有人接听。

关联方无偿赠与等被关注

对已被“披星戴帽”的*ST巴士来说，2021

年是公司的关键年。在2021年度，*ST巴士通过

从关联方处受赠资产一系列资本运作，解除了

公司面临的退市风险。而在年报问询函中，上述

情况也成为了深交所关注的重点。

据了解，2021年，*ST巴士处置了原有微电

声业务，并从关联方处受赠资产，从而使公司主

营业务变更为物业管理服务。

具体来看，2021年5月，*ST巴士关联方中

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天美好生活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美好服务”）

100%股权无偿赠与公司，中天美好服务的主营

业务为物业管理等。

2021年，*ST巴士物业管理及配套服务各

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95万元、631万元、714

万元、4227万元；对此，深交所在年报问询函中

要求公司说明四季度提供物业管理及配套服务

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此外，自中天美好服务纳入*ST巴士体系

后，为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公司与关联方协商

自2021年6月起以行业标准上调物业相关费用

执行标准。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2021年

度与关联方调整物业相关费用执行标准的

具体情况，并进一步说明关联交易定价的公

允性，交易产生的损益是否应当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

职业投资人程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上市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难产，通

常来讲，还是因为年报问询函直接砸中了企业

问题要害，导致企业无法按时回复。

摘星脱帽难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月29日，*ST巴士就

已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不

过，截至6月19日，*ST巴士还未能“摘星脱帽”。

据了解，因*ST巴士触及2020年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2020年末归属净资产为负，*ST巴士于2021年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外，因公司主要银行账

号被冻结、连续三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且最近

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

定性，*ST巴士同时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ST巴士2021年年报，报告期内，*ST

巴士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74亿元，对应实现的

归属净利润约为1.49亿元，对应实现的扣非后

净利润约为617.44万元；2021年末归属净资产

约为5157.64万元；此外，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情形已消除。

*ST巴士于1月29日公告称，经核查，公司

已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已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已向深交所提交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为什么已满足撤销风险警示条件，但公

司迟迟未能“摘星脱帽”？或许未能回复年报

问询函是主因。业内人士指出，一般来说，上

市公司想要成功“摘星脱帽”，需要完成对年

报问询函的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已连续五年收到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ST巴士（002188）在2021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上犯了难，距离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已过去了近3个月，经过多次延期，

至今仍未能进行回复，是A股上市公司中迄今为止针对2021年年报回复时间最

长的一只个股。据了解，2021年，在退市风险悬顶下，*ST巴士通过关联方无偿赠

与公司股权等方式实现扭亏。在年报问询函中，上述情况被重点关注。值得一提

的是，*ST巴士早在1月29日就申请“摘星脱帽”，但由于迟迟未能回复年报问询

函，公司至今未能实现“摘星脱帽”。

A股市场已发行、待发行眼科企业一览
（截至6月17日收盘）

最新股价

40元/股

6.58元/股

31.5元/股

33.65元/股（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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