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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亿增资讯捷医疗 腾讯加码急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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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对冲工具门槛能让股民心安
周科竞

股市的涨涨跌跌其实很正常，

但在A股，下跌的恐惧往往被过度

放大，这是因为在股市下跌的过程

中，绝大多数股民没有赚钱的途

径，要么空仓，要么就只能眼睁睁

看着股票亏钱。如果能够降低更多

的对冲工具门槛，比如股指期货、股

指期权等，就能给股民提供更多的

对冲风险的途径，到时候股民也不

会那么在意下跌，因为下跌可能也

会赚钱。

投资者在买入股票的时候，往往

对目标公司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

对大势走向很容易忽略，当投资者期

待股价上涨的同时，如果遇到股指快

速回调，此时投资者可能会因为大盘

的调整风险而遭遇较大的损失。

假如投资者能够只享受股价上

涨的收益，回避掉股市下跌的风险，

此时投资者选股的优势将能体现得

淋漓尽致。实际上，是存在这样的可

能的，买入股票的同时对冲掉股指

下跌的风险，是一种过滤，也是一种

保护。

使用股指期货或者股指期权可

以实现这一目的。例如某投资者看好

某只股票，但是却看不准股指的涨

跌，比较传统的做法是把全部资金都

买成军工股，然后等待结果，股指下

跌的风险和股指上涨的额外收益都

只能被迫接受。

但是如果该投资者使用更多的

金融衍生品，首先开通融资融券业

务，并使用自有的100万元资金中的

80万元加上融资40万元，购买120万

元的该股票，用余下的20万元作为保

证金做空一手沪深300股指期货，该

投资者就能过滤掉股指涨跌对该股

票的影响，而仅仅享受这只股票本应

出现的涨幅，这属于一种对冲交易。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即股指期

货和股指期权的门槛还是相对太高，

投资者想要参与这类对冲工具，开户

门槛一般都要50万元，那么这就将很

多散户投资者拒之门外。实际上，正

是这些散户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最差，他们也最需要风险对冲，所以

本栏建议，应该大幅降低对冲工具的

门槛，让投资者能够在有保护的前提

下安心交易。

或许降低现有的股指期货存在

不太现实的地方，因为大型机构认

为现行的交易单位比较合适，如果

降低了交易单位，那么他们将会每

次买卖都要下达数量特别巨大的报

单。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看，此时一

般会推出一些mini产品，例如沪深

300指数期货mini，即可以把股指期

货的乘数从300降为30，同时股指期

权mini的乘数从100降为10，这样就

能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其中，同时

做市商在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mini

中进行平衡交易，就能保持两者的

交易价格相似，不会出现恶意炒作

的情况。

本栏认为，中小散户不应总抱着

传统的投资方式不变，管理层也应该

设计更多适合小散户投资的金融衍

生品，这样才能让普通投资者也能享

受到对冲风险的安全感。

新东家“叩门”农尚环境拟换股挺进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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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讯捷医疗第二大股东

腾讯要斥资2.91亿元入股鱼跃医疗全资

子公司讯捷医疗。

9月19日晚间，鱼跃医疗披露公告称，因

子公司讯捷医疗经营发展需要，拟以增资扩

股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向善科技，向善科

技以现金出资2.91亿元认购讯捷医疗新增注

册资本，其中3633.5404万元计入讯捷医疗注

册资本，2.54亿元计入讯捷医疗资本公积，上

市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

增资完成后，讯捷医疗注册资本由15000

万元增加至18633.5404万元。

经同花顺iFinD查询，向善科技在今年9

月14日刚刚成立，注册资本66809万元，公司

股东为腾讯、深圳市社创向善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向善管理”），两家公司分别

持有向善科技99.9%、0.1%的股份。

而继续穿透股权关系，向善管理背后也

是腾讯，由深圳市腾讯睿见投资有限公司

100%持股。

据了解，增资之前，鱼跃医疗、丹阳飞鱼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讯捷

医疗90%、10%的股份，丹阳飞鱼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由鱼跃医疗全资控股；增

资完成后，鱼跃医疗、向善科技、丹阳飞鱼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讯捷医

疗72.45%、19.5%、8.05%的股份，这也意味着

腾讯将成为讯捷医疗单一第二大股东。

频频入局应急医疗

据了解，讯捷医疗是鱼跃医疗急救板块

业务主体，旗下德国普美康PrimedicGmbH

在医疗急救领域拥有40余年的经验，其半自

动体外心脏除颤器与心脏除颤监护产品在全

球医疗急救行业具备较高的知名度。

对于子公司此次增资，鱼跃医疗也表示，

一方面能够优化讯捷医疗股权结构，为其生

产、研发与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能够

充分结合公司自身及战略投资者资源优势，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并进一步推动公司急救

板块业务的拓展。

本次增资完成后，讯捷医疗董事会由5名

董事组成，其中鱼跃医疗有权提名4名董事，

腾讯有权提名1名董事。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腾讯此次增资讯

捷医疗也并非首次布局医疗急救业务。今年7

月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与腾讯达成

战略合作，这也被市场视为腾讯进军应急医

疗领域。医药专家魏子柠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也导致国内

突发医疗的需求量呈指数级上升，未来急救

业务领域也有较大市场开拓。“腾讯入局应急

医疗可能也是相中了这块市场业务，并且互

联网技术在医疗应急事件也能发挥重要作

用。”魏子柠如是说。

不过，整体来看，腾讯医疗投资领域偏爱

互联网属性的医疗服务。

据媒体报道，2016年3月，腾讯正式启动了

“腾爱医疗”战略，表明将利用自身强大的社交

基因和大数据能力，搭建“互联网+医疗”开放

平台，为医疗产业提供互联网化的后端服务，

发力打造中国医疗产业与互联网的连接器。

2021年9月，由腾讯自主研发的“肺炎CT

影像辅助分诊及评估软件”正式获批第三类

医械注册证，腾讯由此正式成为国内互联网

科技行业首个获得医疗AI三类证的企业。

今年以来，腾讯也在不断加码医疗产业，其

中3月入股了深圳市赛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赛禾医疗”），通过广西腾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赛禾医疗12.62%的股份，成为其第

二大股东。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腾

讯方面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讯捷医疗尚未盈利

据了解，讯捷医疗成立时间也不长，公司

尚未实现盈利。

资料显示，讯捷医疗成立于2021年11月，

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6648.87万元，对应实现净利润约为-2584.4

万元。虽然尚未盈利，不过讯捷医疗此次增资

的投前估值并不低，达12亿元。鱼跃医疗对此

表示，增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基于自愿、公

平、公正的原则下共同协商确定。

据了解，鱼跃医疗是一家以提供家用医

疗器械、医用临床产品以及与之相关医疗服

务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司，研发、制造和销售

医疗器械产品及提供相关解决方案是公司核

心业务，也是公司主要业绩来源，目前公司产

品主要集中在呼吸制氧、糖尿病护理、感染控

制解决方案、家用类电子检测及体外诊断、急

救与临床及康复器械等业务领域。

从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来看，急救业务占鱼

跃医疗营收比例较低，2020年、2021年，公司急

救业务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1.78亿元、1.83亿

元，占营收的比例均为2.65%。经济学家宋清辉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伴随着腾讯入局，讯捷医

疗的后续发展也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若业务

发展顺利，讯捷医疗也将成为鱼跃医疗急救业

务板块支柱，该板块营收占比也有望提高。

整体来看上市公司业绩情况，2021年以

及2022年上半年净利润均处于同比下滑状

态。其中，2021年，鱼跃医疗实现营业收入约

为68.94亿元，同比增长2.51%；对应实现归属

净利润约为14.82亿元，同比下降15.73%。

今年上半年，鱼跃医疗实现营业收入、归属

净利润分别约为35.53亿元、7.88亿元，分别同比

下降1.11%、18.16%。

针对公司业绩方面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致电鱼跃医疗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

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划置入莱克动力不超45%股权

农尚环境正在进一步扩大在新能源领域

的布局。

9月19日早间，农尚环境发布公告称，公司

拟与贺刚、吴建华签订《资产置换框架协议》，

公司拟以不超过2.8亿元（含本数）的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等额置换贺刚、吴建华持有的莱

克动力不超过45%（含本数）的股权。

据了解，莱克动力长期专注于新能源动力

锂电池储能技术创新，提供全面的一体化储能

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含移动机器人锂电池系

统、家庭储能系统、商业储能系统以及模块化

锂电池产品。

农尚环境主营业务则包括向市政公共园

林客户和地产景观园林客户提供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园林景观设计、苗木培育和园林养护

服务等。2021年以来，农尚环境开始筹划转型，

持续加大集成电路新业务的开拓和投入，不过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上述新业务占比较少。

针对本次资产置换的原因，农尚环境表

示，公司拟以存量资产等额换入具有较强盈利

能力以及与公司未来发展具有协同效应的股

权资产，希望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和提升资产

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新业务板块发展，实现资

源的有效配置。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对于拟跨界发展

的公司，在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多方面都需

要进行补充和提升，整合的难度会相对较大。

针对本次交易的更多细节，北京商报记者

致电农尚环境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并将采访

函发送至对方邮箱，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未收

到对方回复。

易主取得新进展

筹划资产置换的农尚环境，目前正在推进

易主，9月19日早间，农尚环境同时披露了易主

事项的最新进展。

公告显示，农尚环境易主事项目前已获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将于10月10日召开。

具体来看，6月7日、9日和9月15日，海南芯

联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芯联”）与

农尚环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亮分别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二）》，吴亮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海南芯联

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866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海南芯联将持有农

尚环境20%股份，公司的实控人将由吴亮变更

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林峰。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签订的《补充协议

（二）》中，就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进行了下调，

由14.2元/ 股下调至12.16元/ 股。相对于农尚

环境最新股价，上述价格有所折价。截至9月

19日收盘，农尚环境报17元/ 股，总市值为

49.86亿元。

在市场看来，农尚环境的本次易主也代表

了公司向新能源转型走向台前。纵观林峰历年

来任职经历，林峰曾担任硅谷数模（苏州）半导

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安代普特（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这两家公司均为电子行业

类。2021年11月，林峰被聘为农尚环境总经理，

负责公司集成电路业务发展和其他职能管理

工作。

随着易主的即将完成，可以预见的是，林

峰将带领农尚环境继续向新能源领域探索。

迫切进行业务转型的农尚环境，去年归属

净利润由盈转亏。财务数据显示，2021年，农尚

环境实现营业收入约为3.08亿元，同比增长

6.71%；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为-44.82万

元，同比下降106.27%。

今年上半年，农尚环境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9681万元，同比下降33.3%；对应实现的归属

净利润约为363.2万元，同比增长9.01%。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腾讯加码医疗的触角伸向A股资本市场。9月19日晚间，鱼跃医疗（002223）的一

则子公司增资扩股公告引发了市场极大关注，背后战投是腾讯。鱼跃医疗披露公告

显示，公司急救板块业务主体江苏讯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讯捷医疗”）拟

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投深圳市社创向善科技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向善科技”），向善科技以现金出资2.91亿元认购讯捷医疗新增注册资本，交易完

成后，将成为讯捷医疗第二大股东。同花顺iFinD显示，向善科技今年9月14日刚刚成

立，背后大股东系腾讯。

营业收入约为

68.94亿元
同比▲2.51%

归属净利润约为

14.82亿元
同比茛15.73%

202
1年202

2年

上半
年

营业收入约为

35.53亿元
同比茛1.11%

归属净利润约为

7.88亿元
同比茛18.16%

正在易主过程中的农尚环境（300536）于9月19日早间披露了一则资

产置换公告，拟以不超过2.8亿元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等额置换广东莱

克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克动力”）不超过45%的股权。据了解，

莱克动力是新能源动力锂电池储能技术领域的公司，此举也代表着主营

业务为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的农尚环境进一步加强向新能源领域的布

局。此外，9月19日早间，农尚环境同时披露了易主事项的进展，目前该事

项已获董事会、监事会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农尚环境新主林峰具有

丰富的新能源行业经验，此次上位也是公司转型决心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