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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元！年内最便宜新股弘业期货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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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股狂欢，福利还是陷阱
周科竞

恶炒ST股票，其中的风险不容小

觑，真是ST股业绩蜕变，还是投机客

的炒作陷阱？投资者要擦亮双眼辨别

清楚。

ST板块无疑是近期的强势板块，尤

其是ST股票，更是成为投机者炒作的重

点。其中*ST亚联13天出现12个涨停板，股

价也从7月7日的收盘价2.26元上涨到目前

的3.92元，这一涨幅无疑是令散户投资者

羡慕的，但是这样的涨幅也同时让投资者

心慌，现在进入，股价还能否继续上涨？公

司业绩能否支撑住已经高企的股价？ST

股票大涨能否持续下去？

*ST亚联近期的定期报告都是业绩

亏损的，此前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也

只是同比减亏，所以本栏说ST股票的炒

作还是以投机为主，而且接近4元的ST股

票，股价已经不算便宜，投资者也没必要

冒险进场博傻。要知道ST股票一旦见顶

回落，投资者将很难预期到解套的契机，

如果割肉会很疼，如果不割肉将会难受

很久。

本栏认为，管理层还是应该遏制ST

股票的非理性炒作，其中最好的办法还

是限制中小投资者参与ST股票炒作，即

大幅提高ST股票交易的投资者准入门

槛，这样一来，庄家推高股价后没有散

户进场接盘，既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同时还能让庄家无法出局，从而让

他们不敢启动ST股票的非理性炒作。

如果只让100万元以上的投资者买

入ST股票，这样就能阻止绝大多数散户

投资者参与ST股票交易，这样一来，庄

家就算是再厉害，但主要受众散户投资

者却不能进场追涨，庄家也就失去了坐

庄的兴趣。哪怕庄家把股价炒高到100

元，只要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好的改

观，投资者也没办法进场追高，无法高

位出货，把股价炒那么高有什么用？所

以本栏说，使用釜底抽薪，把庄家的客

户挡在ST股票之外，对于ST股的股价炒

作将能起到巨大的抑制作用。

当然，个别投资者确实在ST股票炒

作中获得了投资收益，但是这只是极少

数的一部分投资者，绝大多数的投资者

在参与ST股票炒作的过程中，要么是高

吸低抛，要么是把股票拿到了退市，能

够在ST股票中赚到钱的散户投资者微

乎其微，所以限制散户投资者买卖ST股

票，事实上能够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者

的利益。

此外，ST股票的恶性炒作不仅仅损

害到了大多数散户投资者的利益，对于价

值投资习惯的养成也是不利的，如果投资

者看到ST股票的巨大涨幅，往往会对长期

稳健的价值投资失去兴趣，而这对于资本

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也是不利的。

不仅仅是ST类股票，炒作过度的可

转债、市盈率过高的题材股，都可以使

用提高投资者适应性制度，例如把高风

险股票作为一个群体，规定只有100万

元以上的投资者才能买入，其他投资

者只能选择单向卖出，这样就可以避

免投资者高位追涨风险极高的股票，

这样的操作方法比单纯的风险提示要

有效得多，新股上市前5日如果股价涨

幅过大，严重偏离基本面价值，也可以

限制低于100万元的投资者买入，这样

的措施，对于A股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

是有好处的。

现金溢价收购康臣药业 万邦德会“钱紧”吗

北京商报2022.7.27

责编方彬楠 编辑胡京玉 美编张彬 责校李爽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康臣药业股价大涨

受万邦德收购股权消息影响，康臣药业

7月26日股价出现大涨。

交易行情显示，7月26日，康臣药业大幅

高开14.88%，开盘价4.71港元/股，开盘后公

司股价迅速拉升，早盘一度涨近30%，触及8

港元/股的高点，之后公司股价有所回落，不

过全天仍保持高位震荡态势。截至当日收

盘，康臣药业股价报4.6港元/ 股，涨幅

12.2%，总市值37.12亿港元。

消息面上，7月25日晚间，万邦德披露公

告称，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康臣

药业合计2.38亿股普通股股份，占目标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29.5%，将成为康臣药业第

一大股东，预估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约9.17元。

据了解，康臣药业是一家从事中成药及

医用成像对比剂研发、生产及销售的现代化

制药企业，于2013年12月19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上市，旗下拥有多家从事药品生

产和研发企业，运营康臣、玉林等知名医药

品牌，在国内建有广东广州、内蒙古通辽、广

西玉林、新疆霍尔果斯4个生产基地，员工逾

2700人。

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康臣

药业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7.53亿元、

20.45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

4.99亿元、5.9亿元。

对于此次收购，万邦德也表示，若顺利

完成，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可以推动在中药

领域的深度合作，促进公司中药大健康核心

业务的持续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1月A股公

司康恩贝曾披露了一则《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公告，公司和康臣药业决定充分发挥

双方的优势，以产业和资本合作为纽带，推

进双方在医药大健康产业尤其是中医药健

康产业领域的战略合作。

万邦德收购资金引关注

针对此次交易，万邦德收购资金问题引

发了市场极大关注。

按照万邦德披露的交易价格，经计算，

拿下康臣药业29.5%股份将耗资21.82亿元，

万邦德也坦言将用现金收购。

而据万邦德披露的2022年一季报，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账上货币资金仅6.97亿

元，距离21.82亿元的收购额相差较大。对

此，北京商报记者7月26日致电万邦德董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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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账上货币资金不足以支付收购的情

况下，若企业有相关理财，不排除公司会出

售相关理财产品，或者向银行借款等方式筹

措资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收购还是高溢

价收购，在公告披露当日，即7月25日收盘，

康臣药业股价报4.1港元/股，按照汇率计算，

约为3.53元/股，而对比9.17元/股的收购价

格，此次收购溢价不少。

资料显示，万邦德主要有医药制造产业

板块、医疗器械业务板块，其中医药制造业

务主要包括现代中药、化学原料药及化学制

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医疗器械业务主要

包括高端医疗器械研制、医疗设备服务和提

供医院工程服务。

外延式扩张背后，万邦德近年来业绩承

压明显，其中2020年、2021年净利润均处于

同比下滑状态。今年一季度，万邦德实现营

业收入约为3.33亿元，同比下降42.85%；对

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2479万元，同比下

降10.1%。

二级市场方面，7月26日，万邦德收涨

1.53%，股价报11.27元/ 股，总市值为69.67

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一则股份收购意向协议让万邦德（002082）成为了市场关注焦

点，公司拟斥资21.82亿元高溢价拿下港股公司康臣药业29.5%股

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受上述消息影响，康臣药业7月26日股价出

现大涨，早盘一度涨近30%，最终收涨12.2%。需要指出的是，万邦

德此次收购将使用现金，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账上货币资金

仅6.97亿元，距离收购总额有较大差距。

申购价格年内最低

根据安排，弘业期货于7月27日迎来申

购，公司发行价格为1.86元/股，在年内新股中

发行价格为最低。经计算，投资者中一签仅需

缴款930元。

资料显示，弘业期货将登陆深市主板。公

司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此外，公

司还从事金融资产投资业务。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经弘业期货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新股1.01

亿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按本次发行价

格来看，弘业期货预计募集资金约为1.87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2609.23万元后，预计募集

资金净额为1.61亿元。

此外，弘业期货本次发行价格所对应的

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23.9倍，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6月30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15.55倍。

为何弘业期货发行价格仅1.86元/ 股？在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影响新股定价的因

素有很多，包括市场供求关系、企业所属行业

情况、公司自身情况等。具体到弘业期货上，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司总股本较高，

一定程度上会拉低公司股价。东方财富显示，

弘业期货目前的总股本为9.07亿股。

值得一提的是，弘业期货已在港交所实

现上市，随着公司成功回A，弘业期货也将成

为第一家“A+H”两地上市的期货公司。截至7

月26日收盘，弘业期货港股报1.26港元/股。

业绩方面，弘业期货归属净利润经历了

先下降再上升。财务数据显示，2018-2021

年，弘业期货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为6.16亿

元、6.45亿元、15.61亿元、16.4亿元；对应实现

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8051.41万元、

2126.64万元、6632.25万元、8021.15万元。

今年上半年，弘业期货净利预计出现下

滑。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弘业期货预

计实现归属净利润3400万-4080万元，预计

同比下降10%-25%。

弘业期货也在招股书中提示风险称，期

货经纪业务受到期货市场、利率市场周期性

变化的影响，并且期货公司行业竞争不断加

剧。未来如果出现期货市场或证券市场长期

不景气、客户大量流失、佣金率大幅下滑、期

货交易所手续费减收政策重大调整、客户保

证金规模大幅下滑、利率水平大幅走低、保证

金利息归属权发生重大变化等严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的不利因素，公司的盈利情况将可

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弘业期货招股书中披露的联系电话进行采

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中汽股份等首发价格较低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年内上市的

新股中，兰州银行、中汽股份、中科环保等个

股首发价格同样较低，其中首发价格在5元/股

及以下的个股共有5只。

具体来看，兰州银行、中汽股份、中科环

保、合富中国、晶科能源为年内除弘业期货外

首发价格最低的5只个股。首发价格分别为

3.57元/股、3.8元/股、3.82元/股、4.19元/ 股、5

元/股。

从发行前总股本来看，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显示，兰州银行、中汽股份、中科环保、合

富中国、晶科能源发行前总股本分别约为

51.26亿股、9.92亿股、11.05亿股、2.99亿股、80

亿股。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5股中，中汽股份、中

科环保、晶科能源3股上市首日股价涨幅均超

过100%，分别为200%、110%、111%。在年内

上市新股中涨幅也相对位于前列。

把时间拉长来看，截至7月26日收盘，上

述5股中，中科环保、合富中国、晶科能源相对

于发行价涨幅在100%以上，分别为111.78%、

240.81%、206.8%。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年内上市首日涨

幅最猛的读客文化也是一只低价股，公司发

行价格仅为1.55元/股。而上市首日，读客文化

股价涨幅高达1952.58%。

那么股价涨跌幅是否与发行价格相关？

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一般而言，发行价格与股价涨跌并无绝

对的直接关系。从现象上来看，股价涨跌是供

求关系不平衡的表现。

宋清辉还指出，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

多少也并无绝对关系。“事实上，发行价格低

并不意味着申购的投资者就会越多，但是一

般的中小投资者往往会过于看重发行价格和

发行市盈率，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新股较低定

价还是能吸引一定数量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在选择打新时，投资者应多注重上市公司的

基本面，而不是仅仅因为发行价低而进行选

择。”宋清辉如是表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兰州银行、中

汽股份、中科环保、合富中国、晶科能源5股的网

上有效申购户数分别为1660.03万户、1277.16

万户、1226.59万户、1398.07万户、554.83万户；

网上申购中签率分别约为0.1355%、0.0459%、

0.0562%、0.0449%、0.1496%。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年内部分低发行价个股情况一览

弘业期货

首发上市日期

-

首发价格

1.86元/股
发行前总股本

9.07亿股

兰州银行

首发上市日期

1月17日

首发价格

3.57元/股
发行前总股本

51.26亿股

中汽股份

首发上市日期

3月8日

首发价格

3.8元/股
发行前总股本

9.92亿股

中科环保

首发上市日期

7月8日

首发价格

3.82元/股
发行前总股本

11.05亿股

年内最便宜新股来了！根据安排，7月27日，“A+H”期货第一股弘业期货（001236）将迎来打新，公司首发价格为1.86

元/股，为今年以来首发价格最低的个股。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年内还有中汽股份、中科环保、合富中国等个股发行

价格较低，均低于5元/股。值得一提的是，年内上市的低发行价个股中，有不少个股上市首日涨幅较高，其中中汽股份上市

首日涨幅超过200%。不过业内人士指出，新股较低定价能吸引一定数量的投资者参与申购，但发行价格与股价涨跌并无

绝对的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