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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2 月 22日，科创板第一高价股、目前
股价居A股第三的石头科技（688169.SH），迎来
上市以来最大规模解禁，当天该股开盘后大幅下
挫，一度跌逾 10%，最低报 955.07 元，股价跌破千
元关口；收报 966.02 元 / 股，跌幅 12.97%，成交额
14.19 亿元，总市值 644 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蒸
发近百亿。这样目前A股千元股只剩贵州茅台和
爱美客两家，而爱麦客当天股价大跌 7.43%，报
1051 元,稍有风吹草动也股价将跌下千元。

石头科技 22 日解禁 2857.87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 42.87%，主要是发行前限售股，解禁市值高
达 317亿元。本次解禁限售股股东有 12名，分别
为 Shunwei Ventures III(HongKong)Limited、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石头时代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丁迪、Banyan
Consulting Limited、QM27 Limited、毛国华、
吴震、无锡沃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
志淳、万云鹏、CITY-SCAPE PTE.LTD。

2 月 22 日晚间公司公告，石头时代、丁迪、高
榕、启明等 10 名股东，拟 3 月 16 日起 3-6 个月
内通过询价转让、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39.75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11.10%。

作为近来 A 股大牛股，石头科技发行价
271.12 元创A股有史以来最高，上市一年到 2021
年 1 月 26 日盘中创出 1262.62 元历史最高价，目
前股价较其发行价仍上涨 258%。业绩快报显示，
该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30 亿元，同比增
长 7.74%；净利润 13.71 亿元，同比增长 75.19%。

实际上，本周一为牛年第三个交易日，以茅台
为首的机构抱团股集体杀跌，基金直接跌上了热
搜。贵州茅台跌近 7%，股价跌破 2300 元，市值跌
破 3万亿元，全天成交 185亿元居两市之首。高价
股齐跌，A股第二高价股爱美客在 2 月 9 日报收
1088.4 元 / 股，站上千元大关，春节后三连阴。
2020 年公司实现营收 7.09 亿元，同比增长
27.18％；归母净利润 4.39 亿美元，每年增长
43.93％。拟以股本 1.202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5元（含税）并转增 8股。

当天上证指数收跌 1.45%。创业板指下挫
4.47%，单日跌幅创近半年新高。两市成交量放大
至1.29 万亿元。周期股全线走强，钢铁、油化、有色
金属板块大涨。整体看上涨股票超 2600 家，下跌
不足 16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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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虽然只有两个交易日， 但连续的
上涨不仅给大家带来开门红， 而且由于结
构性行情有了新变化，市场气氛明显转暖。

最大的变化无疑就是抱团股真的开始

分化，超跌的中小市值个股继续反弹。 如果
接下来抱团股不能企稳，那市场风格切换会
越发强烈，所以高智对大家的忠告是，如果
趋势形成，那对当前回落的抱团股就不要急
着重新上车。而事实是，今天贵州茅台、云南
白药、比亚迪等大蓝筹再次大幅下挫。

“近期的市场热点就是围绕超跌反弹
做文章。 其间会充斥着一些板块热点，如
化工板块，煤炭板块、有色板块等。 上周
五题材股方面受东北地区率先全面放开

生育限制的消息刺激， 二孩概念股表现
也很活跃，这说明，由抱团票回落转移出

来的流动性正在慢慢向其他板块渗透 。
记得在春节前， 我曾经反复提醒市况已
经有了明显变化， 那就是涨停的个股中
不少都是在低位横盘已久的股票， 它们
的突然拉升会给其它相同的‘跌跌不休’
的个股带来启发， 而且坚信春节后超跌
反弹这一幕仍会上演。 告诫大家节前在
低位吃套不是什么风险， 这是主动买的
金项链。 此刻最大风险是踏空风险。 若手
里没有股票，连等待的机会都没有。 节前

追涨高位股则是真正的风险。 事实证明，
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高智在介绍市况时
不忘自我表扬一番。

“目前结构性行情特征明显， 预计超
跌的绩优中小市值个股修复行情仍在进

行中，我们应该继续注重高低切换中的轮
动机会。 ”郁教授道。 股指冲高后强势不
改，小票十分活跃，这正是大多数中小投
资者希望看到的均衡状态。

“未来不排除高估值的消费、 科技股和

低估值的金融、周期股，以及高价位的抱团股
和低价位的绩优中小盘股之间的轮动势头会

继续，这个苗头今天已经显现。”高智说。机构
即便不再拥抱老的抱团股，也会在新的二线
蓝筹中寻找新的抱团机会，最近几个交易日
顺周期板块就成了机构新抱团的对象。

“上周五你介绍的华培动力昨天最高
涨幅超过 2.5%，我们顺利出局了”娇娇问
华风，做出短线差价她总是很开心。

“昨天我以 54.75 元买了西藏药业，今
天见高就抛。 ”华风回答。

“这个票我前面买过，最近跌得比较
多，我也抢个小反弹吧。 ”娇娇很快下单买
进 2000 股。

今日仓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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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扫雷”，“最严”退市新规发威
首只“1元退市股”锁定，新年以来 50多家公司密集警示退市风险

2月 22 日，*ST 宜生股价已连续第
20个交易日在 1元以下徘徊，将成为退市
新规下首只触及“1 元退市”交易类指标
退市的个股，且没有退市整理期。

除了首只“1 元退市股”，2021 年以
来还有 50 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向投资者提
示退市风险。其中，仅 1月 30 日就有 30
多家公司同步发布关于可能被实施或继续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警示退市风险的公司中，除了“披星
戴帽”的 ST 家族，也包括了不少新面孔。
西域旅游 1 月 28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称，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 2020 年度扣
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85 万元至 -6185 万元，预计营业收入
为 4900 万元至 5080 万元。根据退市新
规，若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
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公司A股
股票将在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值得注意的是，西域旅游发布上述公告
时，距其登陆创业板尚不足半年。

2020年最后一天，沪深证券交易所退市
新规正式落地。体现注册制基本理念，新规着
重建立与“入口多元”匹配的“出口畅通”。
退市新规对原有交易类、财务类、规范

类、重大违法类等四类强制退市指标逐一
进行了完善，包括将原“面值退市”的交易
类指标修改为“1 元退市”，同时新增“连
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
3亿元”的市值指标；财务类退市标准采用
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的组合指标；规范
类指标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
缺陷且拒不改正，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
报或年报不保真且限期内不改正两类情
形；重大违法类指标完善“造假金额 + 造
假比例”退市标准。
财务类指标全面交叉适用打击规避退

市，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全
面优化指标体系的同时，退市新规强调严

格退市执行、提高退市效率，以坚持“应退
尽退”被各方冠以“史上最严”。
对于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新中国证券市

场而言，新陈代谢机制失灵一直是其难言
之痛。标准不可谓不严，但总有一些公司通
过粉饰报表、突击重组侥幸“过关”；执行
不可谓不力，但冗长的退市流程依然令 A
股市场滋生“死而不僵”的怪相。
万得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末A股

市场先后有127家公司退市。剔除证券置
换、私有化、吸收合并等情形后，因触及各
类指标而退市的公司仅为 80家。

“最严”新规之下，A股市场究竟有几
多“雷”？
除 *ST宜生外，截至 22日 *ST 成城

收报 0.72 元 / 股，连续 18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 1 元，即使未来两个交易日连续涨
停，也无法摆脱退市命运。此外，还有多只

个股在“1元退市”生死线上方徘徊。
新年以来发布退市风险警示的 50 多

家公司中，大多预计 2020 年“扣非后净利
润为负”且“营收低于 1亿元”，从而触及
相关组合退市指标。以往每到年关便纷纷
上演的突击交易规避退市，将因“财务指标
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交叉适用”偃旗息鼓，
意味着未来可能有更多公司踩中“红线”。

万得统计显示，2020 年至今 50 多家
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包括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操纵证券市场等情形。
123家公司近一年信息披露、运作存在重
大缺陷。预计其中部分公司将因触及规范
类或重大违法类指标而退市。
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战略发展研究

部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看来，作为资本市
场的两大基础性制度，新一轮退市制度改
革和注册制改革首尾呼应，将在拓宽入口
的同时，通过“扫雷”畅通出口。“A股‘不
死鸟’现象终成历史，将助力中国资本市
场构筑更健康生态。”周荣华说。

石头科技减持重挫
A股千元股只剩两家
仅剩的贵州茅台和爱美客两只千
元股也遭遇大跌

据新华社报道

首只“1 元退市股”锁定，新年
以来 50 多家公司密集警示退市风
险……

落地仅两个多月，“史上最严”
退市新规已经开始发威。针对“出口
关”的制度完善，究竟能帮助 A 股
扫出几多“雷”？

/人民视觉沪深交易所退市新规落地剑指“死而不退”的 A 股怪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