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热门概念的加持下，许多业绩下降的个股也遭到了二级市场的热炒，近期股价涨幅明显。经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截至8月7日，A股市场上共有542只个股在中报净利下滑或预计下滑的同时，6月

以来股价出现上涨，其中不乏大港股份（002077）、赣能股份等热门个股，自6月以来股价区间涨幅超过

100%。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业绩下滑、股价却大涨的个股中，多只个股涉及当前市场的热门概念，如光伏

概念、半导体概念、机器人概念等。针对这一现象，业内人士指出，投资者盲目炒作概念股风险极高，还是

应以公司基本面为基础。

部分业绩降股价涨个股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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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小市值股只会越来越多
周科竞

数据显示，截至8月5日收盘，A

股共有415只个股市值低于20亿元，

占整体A股总数的近一成。本栏认

为，随着注册制的全面实施，小市值

股的数量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而且

这些小市值股的成交规模也会持续

萎缩，届时A股出现1亿元市值的非

退市股也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投资

者不可再想着炒差炒小。

注册制之下，资金与股票的供

求关系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大资金

集中投资有价值的蓝筹股，而中小

散户要么也转向蓝筹股，要么转换

为基金投资者，小市值股票的数量

将会大幅增加，因为散户投资者大

量减少，所以小市值股票的非理性

炒作开始面临出货难题，个股的投

机炒作将会持续降温，最终A股将

会像港股那样，出现大量小市值、低

换手的“僵尸”股票。

从投资偏好看，机构投资者并

不喜欢小盘题材股，因为大资金进

出不方便，于是他们更愿意选择大

盘蓝筹股进行交易，所以在注册制

之后大盘蓝筹股的走势远远好于

小盘题材股，本栏预计这样的走势

将会在全面注册制之后愈演愈烈。

散户投资者将会被逐渐边缘

化，散户炒作小盘股虽然不存在进

出的困难，但是却不得不面对大股

东减持的压力，像贵州茅台、中国平

安这样的大型蓝筹股反倒不会出现

大股东巨量减持的风险，就算是大

股东要出售一部分股票，二级市场

也有能力承接。反之，对于小盘题材

股，因为流动性的原因，大型资金会

选择谨慎进入，大股东减持股票也

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于是大多数

的小盘股注定将会失去机构投资者

的关注。

未来的A股市场预计会出现少

数市值特别大的公司和非常多的极

小市值股票。

未来散户投资者也必然要面

对一个很残酷的选择，要么追随机

构投资者的思路选择买入蓝筹

股，或者买入公募基金；要么就选

择在小盘题材股中坚守，寻找凤

毛麟角的“乌鸦变凤凰”的神话。本

栏认为，不管是哪个选择，都会让

现有的散户投资者吃不消，最终A

股市场散户投资者将会大面积退

出股市。

当然，其他资本市场也会给小

型投资者留下投机的机会。从A股

市场看，未来的金融衍生品也可能

会给散户投资者提供一定的投机机

会。除了目前已经存在的股指期货

和股票期权，未来如果融资融券业

务能把蓝筹股的保证金比例降得足

够低，例如投资者可以用10倍杠杆

买入贵州茅台或者中国平安，那么

散户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炒作蓝筹

股也就成为了可能。

如若这样，未来蓝筹股的走势

将会更加活跃，小盘题材股则会被

加速抛弃，而市值低于1亿元的股票

出现也并非不可能事件。

被抽中检查后撤单 新大禹IPO折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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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500股业绩降股价涨

正值中报披露季，越来越多的个股披露

了公司2022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在已披露2022年中报或中

报业绩预告的个股中，有542股在中报净利下

滑或预计下滑的同时，公司6月以来股价出现

上涨。

以最新披露2022年中报的中望软件为

例。财务数据显示，中望软件上半年实现的营

业收入约为1.94亿元，同比下降5.73%；对应

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为-3639.08万元，同比

下降174.79%，同比由盈转亏。

虽然业绩承压，但中望软件在二级市场

上却有着不俗的表现，公司8月5日刚刚斩获

“20cm”涨停。交易行情显示，8月5日，中望软

件高开1.81%，开盘价为215元/ 股，开盘后中

望软件股价不断上攻至涨停，最终收于涨停

价253.42元/ 股，涨幅为20%，总市值为219.7

亿元。

把时间拉长来看，自今年4月底以来，中

望软件开始了一波上涨行情，按后复权方式

统计下，4月29日-8月5日，中望软件区间累

计涨幅逾九成。

资料显示，中望软件是国内领先的研发

设 计 类 工 业 软 件 供 应 商 ， 主 要 从 事

CAD/CAM/CAE等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的

研发、推广与销售业务。据了解，中望软件所

处软件开发板块同时也是近期涨幅较高的板

块之一。东方财富显示，6月以来，软件开发板

块区间累计涨幅为12.79%。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中望软件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

话并未有人接听。

此外，卓翼科技、东瑞股份、南威软件等

个股同样在业绩上涨的同时业绩承压，中报

归属净利润出现由盈转亏的情况。

大港股份等6月以来股价翻倍

从股价涨幅来看，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显示，在中报净利下滑及预计下滑的个股中，

大港股份、汉宇集团、广汇物流、赣能股份等

个股涨幅居前，自6月以来股价涨幅在100%

以上。

除了上市还未满月的次新股宝立食品，

大港股份系中报业绩预计下滑的个股中，6月

以来股价涨幅最猛的个股涨幅为138.58%。

据了解，大港股份刚刚斩获4连板。东方

财富数据显示，8月2日-5日，大港股份连续4

个交易日涨停，区间累计涨幅为46.39%，同期

大盘跌幅为1.17%。

在公司股价持续上涨前，大港股份已于7

月12日披露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上

半年预计实现归属净利润4000万-4800万

元，预计同比下滑50.09%-58.41%。

前期因股价大涨而停牌核查的赣能股份

同样出现中报净利预计下滑的情况。财务数

据显示，赣能股份上半年预计实现归属净利

润3100万-4500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41.07%-59.4%。

在二级市场上，赣能股份曾于6月28日-7

月11日短短10个交易日内连收9个涨停，并于

7月12日因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开始停牌核查。

复牌后，赣能股份股价有所回调，不过整体来

看涨幅仍较为明显。交易行情显示，6月1日-8

月5日，赣能股份区间累计涨幅为109.11%。

此外，汉宇集团、广汇物流、*ST奇信3

股在中报业绩预计下滑下，6月以来股价累计

涨幅也均超过100%，分别为112.14%、

109.52%、107.32%。

多股涉及热门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上述近期涨幅较大

的个股，多数涉及半导体、光伏等二级市场上

的热门概念。

先看大港股份。资料显示，大港股份主营

业务以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为主，属于半导体

集成电路（IC）产业中的封装测试行业。而半

导体正是近期的热门赛道之一，东方财富数

据显示，自6月以来，半导体板块区间累计涨

幅为26.8%，自8月以来，半导体板块涨幅排

名始终位于所有板块前列，8月5日更是荣登

榜首。

赣能股份则涉及光伏、超超临界等多个

热门题材，公司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水力发

电及新能源发电。在前期股价异动公告中，赣

能股份披露称，公司控股在运火电总装机容

量为1400MW，在建火电装机2000MW；水

电总装机100MW；已建成投运的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为78.4MW，正在建设的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为67.08MW。

自4月底以来，光伏设备板块持续大涨，4

月27日-8月5日，光伏设备板块区间累计涨幅

为79.75%。

汉宇集团则涉及机器人概念。据了解，汉

宇集团自设立以来，主营高效节能家用电器

排水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

洗衣机、洗碗机等。值得一提的是，机器人概

念板块自今年6月23日才被东方财富纳入板

块列表，6月23日-8月1日，板块区间累计上

涨19.87%。不过8月以来，机器人概念板块有

所回调，近期相关个股已出现下跌趋势。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业绩下降的个

股遭到热炒，多半与涉及热点概念有关。不过

二级市场上，概念股炒作风险较大，不少投资

者不以公司基本面为基础，盲目跟风，高位接

盘，最终损失惨重。因此在选择个股时，投资

者还是最好尽可能远离绩差股。

金融系统业内人士武忠言则表示，“在股

票二级市场上，炒概念由来已久。概念股易

被机构、游资进行短期投机炒作。对投资者

来说，一定要理性投资，坚持价值投资、长期

投资理念”。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主板IPO终止

排队一段时间后，新大禹“梦碎”IPO。

8月5日，证监会官网披露了最新一期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及申请企业情

况”，其中显示新大禹在终止名单中，这也意味

着公司IPO撤单，无缘A股资本市场。

招股书显示，新大禹是一家专注于水环境

治理的创新型整体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商，业务

涵盖设施运营、工程建设和设备销售。近年来，

新大禹业绩处于稳步增长状态，2019-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3.62亿元、4.7亿元、5.51

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3748.68万

元、7024.03万元、8914.25万元。

据新大禹介绍，报告期内，公司污水处理

工程建设收入主要来源于湛江东海岛PPP项

目，该PPP项目的建设服务收入按照履约进度

确 认 ，2020年 、2021年 已 分 别 确 认 收 入

6341.77万元、7556.74万元，占当期污水处理

工程建设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3.79%、

72.99%，是公司工程建设收入增长的主要原

因之一。

此番冲击IPO，新大禹拟登陆深市主板，募

资6.82亿元，分别投向乐清市荣禹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三期建设工程项目、乐清市荣禹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三期08-08-01地块建设工程、广

州总部智慧水务及智慧运营中心项目、补充流

动资金等多个募投项目。

不过，伴随着公司IPO终止，新大禹上述愿

景也随之破灭。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期各期末，新大禹应收

账款较高，数据显示，公司应收账款（含合同资

产）账面价值分别为1.51亿元、2.72亿元和3.6亿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1.62%、

57.92%和65.32%。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应收账款持续大幅上升存在一

定的财务风险，如果公司客户财务状况恶化或

无法按期付款，将使得公司面临较大的营运资

金压力。

被抽中检查

IPO终止背后，新大禹近期被抽中现场检查。

7月15日，中证协官网披露了“关于2022年

第三批首发申请企业现场检查抽查名单的公

告”，其中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安

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敏达

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0家首发企业被现

场检查，当中就包括新大禹。

需要指出的是，在2022年第一、二批IPO抽

查名单中，不少首发企业撤单，这也引发市场对

新大禹撤单原因的讨论。针对公司撤单的具体

原因，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新大禹方面进行采访，

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另外，新大禹并非孤例，同样在抽查名单中

的英创力也在近期撤单。

8月3日，深交所官网显示，英创力IPO处于

终止状态，公司撤单。

据了解，英创力IPO历时较短，公司在今年

5月11日招股书才获得受理，之后在今年6月8

日进入已问询状态，未曾料到，仅排队不足3个

月，公司IPO便草草终止。

招股书显示，英创力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

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和销售，2019-2021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4.94亿元、6.48亿元、

10.08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

4277.65万元、5558.95万元、7441.52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根据证监会官网最新披露的首发企业情况表显示，

广东新大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

禹”）IPO终止，公司原拟登陆深市主板，募资6.82亿元。

在新大禹撤单背后，公司在今年7月中旬刚刚被抽中现

场检查。除了新大禹之外，创业板IPO公司四川英创力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创力”）也在近期撤

单，公司同样在本次抽查名单中，此次抽查会否引发新

一轮的IPO撤单潮也引发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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