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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相关链接]

复牌首日成交量逾4000万元，昨晚公告今日上午停牌半天

3万手*欣泰究竟何人买入？

■B03
人民币中间价逼近6.7
贬值107点创近六年新低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欣泰电气因欺诈发
行及信息披露违法受到证监会
处罚，触发退市条件，将成为创
业板退市第一股，在深交所警
示欣泰电气在暂停上市后无法
恢复上市，在终止上市后无法重
新上市的情况下，昨天复牌首日
跌停板上仍有“博傻”资金买入
4000多万元。

误以为新购申购买入中招
欣泰电气昨天复牌首日证

券简称调整为*欣泰，股价无悬
念跌停，虽然市场人士多认为，
这只是该公司股价“跌停秀”的
开始，少有资金第一天会买入，
但收盘还是让市场大跌眼镜，全
天 跌 停 板 上 成 交 金 额 高 达
4008.34 万元，全天换手率达
3.39%，其中不乏有1万股以上
的买单买入。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公司董
事长但斌昨天早间发微博称“以
为即将退市的*欣泰会几乎没有
成交量，没想到居然到现在已成
交 1852 万，真的有点看不懂
……”午后其转贴，“看到微信
朋友圈有在券商工作的朋友发
了紧急通知：有其他券商的客户
收 到 短 信 称 要 申 购 新 股
300372，实为即将退市股欣泰电
气，已经有客户中招。”

申万宏源证券官网昨天发
声明，称有人冒用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名义发布有关欣泰电
气新股申购的虚假信息，敬请投
资者加强信息识别，提高风险防
范能力。有券商表示，这属于电
信欺诈，恶意把300372作为申
购代码群发。不过券商的交易
软件都有专门设定新股申购，股
民一般不会这样容易被骗。

申万宏源证券表示已于7月
12日下午就上述冒用申万宏源
证券名义发布虚假信息的情况
向公安部门进行报案。

三家上海证券营业部买入
从盘后的龙虎榜明细上

看出，昨天前五席位居然有三
个是来自上海的证券营业部，
东方证券济南经七路证券营
业部买了186万元排榜首，其次
是广发证券上海吴兴路证券营业
部、西部证券上海梅川路证券营
业部和国都证券北京双峪路证券
营业部，分别买入为137万元、
123万元和100万元，而
龙虎榜买入第五名东方
证券上海黄浦区凤阳路
证券营业部也仅有99万
元，也就是此后的席位成
交都没有超过100万元
的，龙虎榜卖出第一的安
信证券深圳红荔西路证
券营业部成交了470万
元。对比全天成交的4008万元，
有极大可能是散户买入的。

*欣泰昨天午间发布公告，
转载了深交所《关于欣泰电气投
资者关心问题的说明》，公告再
度强调，公司因触及欺诈发行或
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存在
暂停上市风险。公告援引深交
所的说明表示，可以预见，欣泰
电气在暂停上市后无法恢复上
市，在终止上市后无法重新上
市。此外，*欣泰昨晚还后发布
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
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司在
2014年1月15日披露的《首发
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称：“如发行申请文件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且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

质性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以
二级市场价格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但是目前
公司生产经营步履维艰、资金
紧张，导致公司无法按照公司首
发上市时披露的承诺实施股份
回购。辽宁监管局认为，公司上
述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辽宁证
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并依据《证券期货市场
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将相关
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欣泰还于昨晚发布公告，
公司将于7月13日上午停牌半
天，下午复牌。公司收到投资者
咨询，其手机收到短信称今天可
申购新股，代码为“300372”。为
此特向公司求证，是否属实。公
司特别澄清，300372为公司股票
代码，而非新股申购代码，请投
资者高度警惕，注意投资风险。

沪指大涨1.82%
3000点失而复得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昨天
沪指在权重股的拉升下震荡上
行，收盘大涨 1.82%，创近三个
月新高。

盘面上，航空、煤炭、钢铁、
券商、食品饮料等板块涨幅居
前，航空板块南方航空、中国国
航、吉祥航空、东方航空等4股
涨停，海南航空涨8%，春秋航空
涨7.88%。煤炭板块保持强势，
平庄能源涨停，大同煤业、潞安
环能涨逾8%，券商股尾盘拉升，
国元证券涨停，西部证券、东吴
证券涨逾5%。

乳业板块强势崛起，贝因美
涨停，三元股份涨8%，科迪乳业
涨7%，洽洽食品涨6%。网络安
全板块盘中大举上攻，北信源涨
停，中国软件涨8%，南威软件、
任子行涨6%。

截至收盘，沪指报3049.38
点，涨 54.46 点，涨 1.82%；深指
报10757.85点，涨163.03点，涨
1.54%；创业板报2247.35点，涨
28.77 点，涨 1.30%。成交量方
面，沪市成交2886.57亿元，深市
成交4462.22亿元，两市共成交
7348.79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增
量近350亿元。

投保基金公布最新数据显
示，上周（7月4日-7月8日），证
券交易结算资金净流出278亿
元，连续三周净流出，融资融券
担保资金净流入 48 亿元。上
周，投资者银证转账或银衍转账
引起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转入
额为5311亿元，转出额为5589
亿元，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日均余
额为1.65万亿元。

盘面上，大盘虽然收个中
阳，但个股涨幅分化较大，涨幅
超过5%的只有166只，还包括部
分新股，涨停51只，跌停3只；
从涨停中可以看出，涨幅较大的
基本是二线蓝筹或部分股本较
大的品种，可以归结为基金重仓
股。天信投资认为，近期上涨行
情的主导者是权重板块，尤其是
长久徘徊于谷底的权重股，估值
修复行情已经开始。

*欣泰昨日复牌，监管层一

再明确其没有重新上市的可能，

令投资者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主

板与创业板的差别：“主板公司

可能有三条命，而创业板公司只

有一条命。”对于一个注定要退

市的公司，显然无论多少个跌

停，投资者只有一个选择，远离

再远离。而在经历了欣泰电气

事件后，投资者对于创业板个股

亮出暂停上市风险警示公告后，

显然应对其风险程度应该认真

评估，因为一旦风险发生或更难

挽回损失。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以来，

除了*欣泰，目前发布过暂停上

市风险提示公告的创业板公司

还有今年以来共有10只创业板

个股发布了暂停上市风险警示

公告，包括恒顺众昇、嘉寓股份、

宝利国际、金亚科技、锐奇股份、

同花顺、星河生物、安硕信息、吉

峰农机、京天利。

其中吉峰农机、安硕信息、

星河生物和京天利等 4 只个股

已经脱离风险。吉峰农机发布

暂停上市风险警示，是因为该公

司 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年亏

损，根据相关规定，若该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

亏损，深交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

上市。但随后发布的年报显示，

吉峰农机2015年度净利1269万

元，扭亏为盈，因此脱离退市风

险。与之相似，曾由于连续两年

亏损上亿元而被警示退市风险

的星河生物，也在 2015 年实现

盈利 1058 万元，从而减少了风

险。而京天利和安硕信息已经

在 6 月领到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后续退市风险也有所减少。

相较之下，恒顺众昇、嘉寓

股份、宝利国际、金亚科技、锐奇

股份和同花顺等 6 只个股目前

仍未脱离风险期。

同花顺于2015年8月18日

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

嫌违反证券期货法律法规，被立

案调查，6月18日时仍在发布暂

停上市的风险警示；嘉寓股份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收到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被立案调查。截至 6 月 30

日，该公司尚未收到最终调查结

论；宝利国际则于 2015 年 11 月

24日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因该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

规被立案调查，截至 6 月 29 日，

尚未收到最终调查结论；锐奇股

份则是“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而被立案调查，截至 6 月 21

日，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的最终调查结论。金亚科技由

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嫌违反

法律法规而被调查中，仍在等待

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上海证券发布研报提醒，欣

泰电气事件影响深远，对于部

分被炒上天的创业板垃圾股

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结构性冲

击。昨日创业板指上涨 1.3%，

带着“暂停上市风险”帽子的

个股多数遭遇资金出逃，其中

恒顺众昇单日下跌 8.09%，锐

奇股份下跌 4.47%，嘉寓股份

下 跌 4.43% ，宝 利 国 际 下 跌

4.27% ，金 亚 科 技 下 跌 2.62% ，

但该股本月已下跌 14.4%，只

有同花顺上涨2.53%。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欣泰之后 还有多少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周培骏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