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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昨日走势图·

A股热炒区块链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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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内其他重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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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换手率排名
联诚精密

40.88元

64.81%

石墨烯风才停，区块链潮又起，一
时间只要上市公司透露和区块链沾边
就能股价大涨，公告有区块链业务就
能涨停。1月11日 午间 ， 爱 康 科 技
（002610）发布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开展
区块链业务的公告，午后开盘公司股
价瞬间涨停，同时多家蹭区块链热点
的公司股票近日来也纷纷大涨。

名臣健康

44.25元

61.42%

爱康科技股价“秒停”

中欣氟材

40.89元

58.84%

1月11日午间，爱康科技公告称，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经营需求，
为开展基于区块链能源技术的能源互
联网市场交易机制研究，促进公司在
区块链能源领域占领先机、形成区块
链能源技术和交易机制的示范基地，
促使区块链加能源的早日全面落地，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爱康能源研究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研究院”）在
上海成立分公司，该分公司已于近日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受这则公告的刺激，爱康科技股
价从午间休市时还跌超两个点，午后
开盘就直接涨停。实际上，从爱康科技
公告内容可以看到，能源研究院上海
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29日。对此
有投资者提出质疑，“去年成立的公司
为何要等到2018年1月11日的午间来
进行公告？而且公告的时机正好就是
区块链最火的时候”。
“因为子公司成立分公司这种不
属于法定的信披内容，所以之前没有
公告，公司之所以要发那则公告是因
为很多投资者在互动易平台还有股吧
中问到公司区块链业务，公司考虑发
公告是最好的统一回复方式，公告目
的是为了回复投资者，不是为了蹭热
点。”爱康科技证券部工作人员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完成公告的披露后，爱康科技
又在互动易平台上对区块链业务做出
了补充，“三年前，公司已大力开展能
源区块链研究，已在多处布局围绕基
于区块链理论和技术的供应链金融生
态体系建设及周边应用研发，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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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聚焦·

金证股份 区块链业务处于培育期
金证股份1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近期市场上
区块链技术关注度比较高，市场将公司归为“区块链
概念股”，因此公司股价上涨。截至目前，公司区块链
业务处于培育期和探索期，尚未形成相关技术，目前
研究仅是课题研究，没有实质性成果。

龙力生物 遭证监会立案调查

L

新雷能1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首发限售股
4162万股1月15日解禁上市，占公司总股本36.02%，实
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081万股，占总股本的26.67%。

葛洲坝 与平安集团战略合作
葛洲坝1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协议，在股权投融资、债权投
融资、投资银行、信托融资、资产管理、保险服务以及
资金结算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共创发展机会。

长园集团 山东科兴药业拟继续增持
长园集团1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股东沃尔核材
于1月9日与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转让合同，沃尔核材将所持公司部分无限售流
通股7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8%）以16.8元/股的
价格转让给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远方信息 副董事长等人拟减持
远方信息1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副董事
长邹建军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宏伟、杭州迈越、德清融
创、德清融和计划在公告公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47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

赛轮金宇 新华联控股完成增持计划
赛轮金宇1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截至1月10
日收盘，股东新华联控股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
成，累计增持1.0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本次
增持计划完成后，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4.0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栏目主持：马换换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公司名称

区块链标签

股价表现

易见股份

发布了国内首个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

4个涨停

奥拓电子

获得了国家版权局区块链技术著作权证书

1个涨停

游久游戏

网站新增区块链频道

2个涨停

科蓝软件

在积极探索区块链

2个涨停

爱康科技

成立分公司积极研发区块链

1个涨停

飞天诚信

服务于区块链产品的数字货币指纹硬件钱包

1个涨停

构建新能源领域区块链商业圈及其生
态体系。近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能源
研究院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拟将公司
相关区块链业务统一整合于该公司进
行管理和运作。2017年该公司已注册
成立，团队已从各个部门整合到位，领
导核心人物已全部到岗，2017年区块
链团队已实现营收并盈利”。
“公司区块链团队目前大概有二
三十人，实现的盈利主要是技术上的
盈利，具体盈利模式公司晚上会进行
补充公告。”前述爱康科技证券部工作
人员说道。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并没有
看到公司的补充公告。
对于公司区块链业务是否有重大
进展，爱康科技也在公告末尾提示风
险称：“公司区块链业务尚处于研发阶
段，具体技术应用落地尚存在不确定
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在
北京商报记者向爱康科技证券部人员
请教什么叫做区块链时，工作人员回
复称，‘这个我也不清楚，要去问问具
体的业务人员’。”
区块链概念股掀涨停潮

实际上，爱康科技股价秒停只是A
股热炒区块链概念股的一个缩影。1月
11日，A股市场区块链概念股再度井
喷。包括奥拓电子、壹桥股份、金证股
份、中科金财、恒银金融、易见股份、新
晨科技、远光软件、神州泰岳、安妮股
份、科蓝软件等也都纷纷以涨停收盘。
尤其是易见股份，连续4个涨停，并有两
个“一”字涨停。而高伟达、飞天诚信、广
电运通及恒生电子等则涨幅超过5%。

这些上市公司都曾在市场上或多
或少地释放过公司有区块链相关业务
或者概念的信号，比如龙头易见股份，
就曾在2017年9月12日公告，公司拟与
云南信托及浙银泓万采用有限合伙企
业形式发起设立易见浙银区块链投资
基金，投资基金总规模拟定为7.6亿元。
此前在2017年4月，易见股份携手IBM
中国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区块
—“易见区
链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
块”，该系统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带动
供应链金融的变革。
同样在1月11日涨停的奥拓电子，
曾在1月10日收盘后回复投资者是否
涉足区块链业务的提问时表示，“奥拓
电子控股子公司上海翰明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积极探索区块链的应用。
2017年以来，奥拓翰明已正式获得国
家版权局《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对
账系统软件V1.0》著作权证书”。
再比如，恒银金融1月11日在互动
平台上表示，“已经关注到区块链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为确保交易信息的安
全性和保密性，未来ATM会应用到区
块链相关技术，公司正在着手进行区
块链相关技术的研发”。
值得注意的是，游久游戏颇有些
强行蹭热点的意思。游久游戏在官网
宣布旗下子公司游久网上线区块链频
道，通过媒体进入区块链领域，将全面
投入区块链游戏产品的研发，同时也
会寻求优质区块链游戏产品。在连续
两个涨停后，公司股票被上交所要求
停牌。
1月11日晚间，上交所向游久游戏

发来问询函，要求公司解释说明“公司
前三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均高比例质
押，公司通过所属网站发布区块链相
关内容，是否为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
作公司股价，以及说明未以公告形式
在指定媒体披露上述内容的行为是否
合规”。
尚未形成商业模式

据了解，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数
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
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
本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也有
人都说是一种分布式的公共账本，所
有人可以更新这个账本，但是不可篡
改。所谓中心化也就是一种大家认可
信任的中心，比如两个人打赌明天股
市是涨还是跌，猜对的人赢猜输的人
100块，但是两个人又彼此不信任对
方，怕赖账，就找来彼此都信任的第三
方，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不需要这个
第三方也能保持公平。去中心化可以
减少很多现在浪费在中心上的各种成
本，不过这种理论上可行的技术，实现
起来并不容易。很多上市公司都表示，
公司只是研究阶段，市场化大规模应
用路还很长。
比如，1月11日晚间，因为区块链
炒作两天大涨16.73%的飞天诚信就发
布澄清公告，“公司目前推出的产品是
虚拟货币硬件钱包产品，该产品仅是
区块链虚拟货币的安全存储设备，属
于区块链产业链中的终端辅助产品，
该产品虽已上市，但尚未形成销售收
入。区块链技术目前在全球处于研究
和探索的阶段，公司认为区块链技术
离市场化和商业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连续两个涨停的科蓝软件也在1
月11日晚间澄清称，“全球区块链技术
还处于探索阶段，并未形成市场化及
商业化模式。公司在区块链技术方面
积极探索，但迄今仍处于研发阶段，尚
未产生任何业务收入，对公司未来影
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北京商报记者 彭梦飞/文 韩玮/制表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龙力生物1月1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证
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行为，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目前，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正常。

新雷能 4162万股首发限售股解禁

部分区块链概念上市公司一览

港股昆明机床怎么办
周科竞

在A股上市的*ST昆机或将于2017年度报告
公布后被终止上市， 但是港股昆明机床却仍然可
以继续交易，本栏想知道，持有昆明机床A股股票
的投资者能否去香港股市交易？ 或者昆明机床是
否可以去香港股市全流通？
昆明机床在公告中预计2017年度业绩大概率
亏损， 于是就满足了连续四年业绩亏损的退市条
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定，当2017年度
报告公布后，如果昆明机床利润还是亏损，就得终
止上市，俗称退市。但是昆明机床和其他的A股退
市公司有些不同，因为它有港股还在交易，港股昆
明机床退不退市，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从2017年3月23日起，港股昆明机床就因为刊
登股价敏感信息而停牌，现在A股昆明机床要因为

连续四年亏损而终止上市， 但是港股昆明机床却
没有满足香港股市的退市条件， 香港股市并没有
连续四年亏损终止上市的条款， 港股公司退市需
要满足连续20个交易日没有成交， 连续亏损的年
限并不重要。
现在管理层提出了H股全流通的说法， 那么
如果昆明机床在A股终止上市了，相应的A股股票
是不是可以到港股市场去全流通？这样对于持有A
股昆明机床股票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
如果不能所有的A股股票都去香港股市全流
通， 那么愿意去的投资者能不能自行转到港股市
场进行交易呢？对于同股同权的股票来说，1股A股
和1股H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投资者持有昆明
机床的股票，既然在A股市场不能交易，也应该允

许在港股市场交易。
从长远看， 既然沪港通、 深港通都已经很成
熟，那么两边的退市规则也应该趋于一致。假如说
香港股市投资者一边买入A股股票，一边卖出相同
公司的港股股票，本想进行套利交易，但如果A股
股票退市了，港股股票没有退市，那么这个投资者
就没办法两边同时平仓，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并不
是一件好事。
对于退市规则， 完全可以让沪深交易所和香
港联交所的专家们一起商量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
的退市方案，然后大家一起实施新的退市规则，这
样不仅让投资者买卖对方股票不再感到不适应，
同时也为未来三大交易所更好地协同为中国资本
市场服务提供基础。

重组生变 浔兴股份改买资产为卖资产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崔启斌 高萍）

筹划重组近两个月后，浔兴股份
（002098）筹划的重组事项出现变数。
浔兴股份发布公告表示变更重组方
案，拟由筹划重大购买事项变更为出
售与拉链业务相关资产。
1月11日，浔兴股份公布重组进
展公告，披露了公司自2017年11月13
日停牌所筹划的对外投资事项最新
进展情况。浔兴股份表示，在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与重大资产购
买的标的公司股东就本次交易对价
支付方式及进度安排、标的公司估值
及业绩承诺等事项进行了沟通和协
商，但由于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未能
就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及业绩承诺
等相关条款达成一致，且达成时间难
以确定，公司拟终止与上述标的公司

的本次重组合作。在介绍筹划重大资
产购买的基本情况时，浔兴股份表
示，基于传统拉链行业的发展空间有
限，公司一直寻求传统产业的升级和
转型机会，寻找零售业、物流业企业
作为资本合作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公告显示，浔兴股
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新增重大资
产出售事项。浔兴股份称，鉴于传统拉
链业务的发展空间有限，公司一直寻
求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机会，并于
2017年完成了深圳价之链跨境电商有
限公司65%股权的收购。浔兴股份表
示，为更专注于高增长的跨境电商行
业，公司拟出售与拉链业务相关的、或
基于拉链业务的运营而产生的所有资
产、负债。综上情况，公司拟变更重组
方案，即由筹划重大对外购买事项变

更为出售公司部分资产事项。
浔兴股份2017年半年报显示，公
司主营业务为拉链、精密模具、金属和
塑料冲压铸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
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金属、尼龙、塑钢三
大系列的各种码装和成品拉链，各种
规格型号的拉头和拉链配件等。公司
产品以中高档拉链为主，主要销售对
象为服装、箱包、体育用品生产商等企
业。数据显示，按产品分类，公司的码
装拉链、条装拉链、拉头实现的营业收
入在公司总营收的比重分别为
17.32%、67.79%以及11.93%，其他产
品营业收入占比为2.96%。
在介绍关于变更重组方案的情况
时，浔兴股份在公告中提到“终止部分
重组标的重大资产购买的情况”。这也
让市场产生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重组

标的的疑问。针对出售资产后浔兴股
份的主营业务情况以及公司是否存在
其他资产收购行为等相关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向浔兴股份发去采访函，截
至记者发稿，对方未给予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在深交所互动易中
发现，1月11日有投资者对公司终止资
产收购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一位名
叫“money118”的提问者提出，公司
“是终止所有收购资产还是部分收购
资产？收购资产是否还在进行中？”当
日晚些时候，浔兴股份回复称，“公告
终止的是自2017年11月13日起停牌实
施的对外投资、收购资产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由于与谈判对方难以就收购
价款、支付方式、业绩承诺及其保证等
重大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收购资产相
关谈判已全部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