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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内其他重要指数

深证成指收盘
0.38%
10729.77

三板做市收盘
-0.28%
877.96

创业板指收盘
0.51%
1865.36

上市公司换手率排名
锋龙股份

58.8元

77.71%

文灿股份

43.12元

56.37%

宏川智慧

34.32元

55.28%

上市公司成交量排名
12.02元

44.6亿元

中国平安

63.18元

31.4亿元

贵州茅台

714.19元

27.9亿元

罗牛山

资金流向（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99亿元）

沪市

深市

创业板

净流出

净流出

净流出

38亿元

61亿元

24亿元

全球重要指数一览（截至北京时间昨日23时）
道·琼斯

245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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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

73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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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

26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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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数

30809.22

0.89%

台湾加权

10760.21

0.53%

日经指数

22497.18

0.39%

·股市聚焦·

上峰水泥 遭证监会立案调查
上峰水泥5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于5月
10日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公司因环保信息披露
问题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浙大网新 公司及控股股东遭警示
浙大网新5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及控股
股东网新集团近日收到浙江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浙江证监局决定对公司、时任董秘许克
菲及网新集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
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凯迪生态 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
凯迪生态5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由于公司
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近6个月，停牌期
间对公司融资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公司在建工程较
多、回款较慢，市场资金状况差叠加2018年到期债
务多的背景下，目前公司流动资金紧张、有息负债
余额较大，公司无法在期限内筹集资金并按时向监
管专户内归还资金。
*

ST圣莱 2015年虚增净利遭处罚

ST圣莱5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因2015年存在
虚增净利的情况，公司在当日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证监会表示，经查明，*ST圣莱存在的违
法事实包括，通过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虚增2015年
度收入和利润1000万元，虚增净利润750万元。通过虚
构财政补助虚增2015年度收入和利润1000万元，虚增
净利润750万元。
*

国信证券 终止募资180亿配股申请
国信证券5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因市场环境已
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决定终止拟募集不超180亿元的配
股申请。据悉，2015年5月19日，国信证券201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配股相关议案。2015年6月18日，证监
会决定受理公司配股申请。

南风股份 部分质押股份面临平仓
南风股份5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
东暨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子善部分质押股份已触及平
仓线，因无法与杨子善取得联系，触及平仓线的质押
股票存在平仓的风险。据悉，杨子善持有公司股票约
6299.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7%，其中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数为6244万股。
*

ST尤夫 部分股票被强行平仓

尤夫5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因前期公司
*ST
股价连续下跌，公司财务总监吕彬、董事会秘书兼副
总经理赖建清通过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到达平
仓线，由于未及时补仓，导致上述股票被强行平仓，造
成吕彬、赖建清被动减持。
栏目主持：马换换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南京证券延迟发行的背后

作为年内的第二只券商股，南京证
券（601990）的上市出现“小插曲”。因发
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南
京证券将延迟三周申购。对于即将上市
的南京证券而言，同样还面临着2016年
业绩大幅下滑后，2017年业绩仍持续走
低的尴尬。

30亿元

南京证券近三年财务数据一览
营业收入

14.13亿元

15亿元

归属净利润

13.85亿元

4.94亿元

4.11亿元

推迟发行时间

按照原定的新股申购时间安排表，
南京证券将于5月11日启动申购。不过，
因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
平，南京证券的申购时间表被推迟。
南京证券5月10日发布公告称，原
定于2018年5月11日进行的网上、网下
申购将推迟至2018年6月1日，并推迟
刊登发行公告，同时原定于2018年5月
10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18年5
月31日。
南京证券称，由于此次发行价格
对应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摊薄后市盈率高于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估值水平
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
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因此推
迟发行时间。
据了解，南京证券此次的发行价
格为3.79元/ 股，其中每股收益按照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此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这一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25.61倍。而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除以此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这一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23.05倍。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南京证券所属行业为J67“资本市场
服务”。截至2018年5月7日（T-4日），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1.04倍。
在A股市场推迟发行的案例并不
罕见，诸如因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值，
成都银行就曾推迟了A股发行日期。在

L

2015年

2016年

券商股中，南京证券推迟发行也并非孤
例。去年5月22日，浙商证券曾发布首
次公开发行A股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
发行公告，原因同样为发行市盈率高于
行业平均市盈率。
实际上，南京证券的上市之路颇为
坎坷。南京证券第一次谋求闯关A股最
早要追溯到2012年，2012年11月南京
证券与中信证券签订上市辅导协议并
报送江苏证监局。不过，南京证券第一
次冲击上市计划落空。在第一次上市失
败后，南京证券开始筹划通过与南纺股
份重组的方式实现曲线上市，但该计划
也未能如愿。现如今，南京证券终于叩
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然而距离正式上
市仅一步之遥，南京证券又遭遇了推迟
发行的“小插曲”。
系发行价最低券商股

除了发行推迟引起关注外，南京
证券关注度较高的原因还与公司的新
股发行价格较低有关。若成功发行后，
南京证券将成为目前上市券商中首发
价格最低的一只股票。
据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目前上
市券商共有31家，在剔除通过换股吸收
合并等方式上市的9家券商后，剩余的22
家上市券商中，首发价格在20元/股以上
的有3家公司，包括招商证券、光大证券
和华泰证券，其中发行价格最高的为招
商证券，招商证券每股的发行价格为31
元，光大证券和华泰证券的发行价格分
别为21.08元/股和20元/股。
在22家上市券商中，其中有14家
券商的首发价格在10元/ 股以下，太平
洋证券、山西证券等均出现在该名单

2017年

之列。而首发价格低于5元/ 股的券商共
有4家，包括申万宏源、中信证券等。其
中，申万宏源的首发价格为4.86元/ 股，
中信证券的首发价格为4.5元/ 股，而目
前方正证券则为首发价格最低的上市
券商，为3.9元/ 股。这也意味着，上市
后，南京证券将成为上市券商中发行价
格最低的券商股。
而在今年上市的公司中，目前发
行价格最低的新股是七一二，为4.55
元/ 股。七一二自2月26日上市后，连
续收获14个“一”字涨停。据东方财富
统计数据显示，2月26日-5月10日，
七一二的累计涨幅为552.75%。因股
价涨幅较大，七一二也曾多次停牌核
查和进行风险提示。
相比较而言，券商股的开板速度
较快。以2015年上市后的11家券商股为
例，这些券商股上市后连续“一”字涨
停均在5个以下（含5个），申万宏源更
是上市首日便开板，粗略计算，这11家
上市券商连续“一”字涨停的平均数为
3.09个。对于发行价较低的南京证券而
言，上市后的股价表现如何，也备受市
场投资者的关注。
难掩业绩下滑窘境

虽然成功闯关，不过南京证券却难
掩业绩持续走低的尴尬。
2015年初的牛市曾让券商享用了
一顿“业绩盛宴”，南京证券也从中分得
一杯羹。但在2016年券商的业绩寒冬
期，在整体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南京
证券也未能幸免。据南京证券5月10日披
露的招股书显示，2016年公司实现的营
业收入约15亿元，较2015年的营收出现

“腰斩”的情形，期间对应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4.94亿元，较
2015年同比下降超六成。
同作为券商，广发证券在2017年业
绩出现回暖，而南京证券的业绩却未有
升温的迹象。数据显示，2017年南京证
券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13.85亿元，较
上年同比下降7.67%。对应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4.11亿元，
2017年南京证券的归属净利润较2016
年下降16.81%。
南京证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证券
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业务等，
近年来证券经纪业务可以说是南京证
券营业收入的重头戏。数据显示，2015年、
2016年和2017年，南京证券的证券经
纪业务收入分别约为19.1亿元、7.77亿
元和5.68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63.67%、51.81%和41.06%。对比
数据不难看出，该项业务的收入出现连
续下降的态势，南京证券解释为是受证
券市场走势及波动的直接影响。
南京证券的区域性特征也十分明
显。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南京证券
来源于江苏地区和宁夏地区营业网点
的证券经纪业务合计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分别约为13.05亿元、4.78亿元和
3.39亿元，合计占该类别收入比例分别
为77.14%、77.25%和76.71%。一位投
行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各大券商纷纷开始跑马圈地、抢
占区域市场份额以及互联网证券化的
背景下，南京证券想实现全国性布局
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招股书显示，南京证券2015-2017
年的 平 均 净 佣 金 率 分 别 为0.51‰ 、
0.37‰、0.32‰，行业平均净佣金率
分别为0.5‰、0.38‰、0.34‰，南京证
券在招股书中也坦言，在“一人多户”政
策和互联网金融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
在证券公司之间的转移成本大幅降低，
佣金议价能力明显提升，同时不排除部
分证券公司继续通过低价策略争夺客
户资源，佣金水平进一步走低将对公司
经纪业务的盈利带来不利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文 王飞/制表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A股投资者对独角兽追捧过度
周科竞

A股上市独角兽公司药明康德（603259）受到
投资者的强烈追捧，股价上市后连续缩量涨停，更
有业内人士预计每一位中签投资者能够获利10万
元左右，这样的打新收益水平在境外成熟股市是
很难想象的。本栏认为，A股市场投资者可能对独
角兽公司追捧过度。
药明康德并非完美无瑕，比如公司一季报就
出现了利润滑坡的情形，而且发行市盈率本身已
经高达22.99倍，如果每一位中签投资者获利10万
元，即药明康德的股价将会从发行价21.6元上涨
到121.6元，涨幅将接近5倍，届时药明康德的市盈
率将超过100倍，如果考虑到一季报利润下滑的因
素，其市盈率还会更高。
本栏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药明康德在港
股市场或者美国股市上市，公司估值能有多少？本
栏猜测，其市盈率可能不会超过50倍，因为国际投

资者比A股投资者要理性得多。
此外，刚刚在香港股市上市的独角兽公司平
安好医生上市不久便跌破发行价，本栏认为，如果
平安好医生的上市地不 是 港 股市场 而 是 A股市
场，虽然它的预期涨幅不一定能够超过药明康德，
但也不至于有破发的风险。
那么，为什么A股投资者过度追捧独角兽公
司呢？这与国内舆论对于独角兽企业的宣传不无
关系，独角兽公司给投资者带来了太多的致富幻
想，甚至部分投资者对独角兽公司的未来发展寄
予了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再加上独角兽公司在
A股市场属于稀缺资源，所以投资者给出了很高的
估值。需要注意的是，未来随着上市独角兽公司
越来越多，投资者也会变得更加理性，独角兽公
司的估值也将回落至合理水平。
事实上，独角兽公司并没有比传统企业具有不

可比拟的优势，例如贵州茅台、格力电器等公司都
是传统企业，但是它们给投资者的回报以及自身
的发展并不比独角兽公司差，独角兽公司的优势
主要来自于资本的快速催化，让独角兽公司可以
出现超常规发展。
投资者需要明白一点，如果独角兽公司成为
上市公司，那么早期投资的那些VC/PE们就有较
大概率会择机减持退出，那么独角兽公司的资本
推动优势就会消失，它们将会和传统企业站在同
一竞争水平上。
到了 那 个 时 候 ，独 角 兽 公 司 是 否 真 的 物 有
所值，还要看它们的业绩和成长性 ，相 比 A股投
资 者 给予 独 角兽公 司的 高 估 值 ，本 栏 认 为 国 际
成熟股市给出的较低估 值 更 加 合 理 ， 投 资 者 如
果 参与 炒 作 独 角兽公 司股 票 ，也 应 该 在 激 情 中
保持更多的理性。

三连亏 *ST众和成2018年首只暂停上市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马换换）

根据深交所披露的信息显示，由于连续
三年亏损，*ST众和（002070）股票将于
5月15日起暂停上市，而这也将成为
2018年首只暂停上市股。
5月10日晚间，深交所官网发布了
关于*ST众和暂停上市的公告。深交所
表示，由于 *ST众和2015年、2016年、
2017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负值，根据相关规定，决定 *ST
众和股票自2018年5月15日起暂停上
市。同日晚间，*ST众和也披露了相关
内容，但却表示董事许建成因个人原
因履职受限，不能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据悉，*ST众和于2006年正式登陆

资本市场，至今已有十余年。作为资本市
场的“老兵”，受累于公司业绩连年亏损，
如今最终走到了暂停上市的地步。*ST
众和的传统业务为纺织印染产业，但由
于纺织印染产业行业压力重重，国际市
场需求持续疲软、内需增长乏力、生产要
素成本高位运行等各种不利因素叠加，
众和的经营业绩在2011年就开始出
*ST
现疲软状态。在2012年*ST众和进入新
能源新材料领域，公司经营范围扩大到
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但*ST众和的经营
业绩却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在2013年实
现归属净利润出现微涨之后，公司业
绩开始走上漫漫“熊途”。
经过2014年业绩承压，在2015年
众和由盈转亏，实现归属净利润约
*ST

为-1.47亿元；2016年继续亏损，在报
告期内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99亿
元；2017年作为 *ST众和的保壳关键
年，公司仍旧未能扭转颓势，在报告期
内巨亏约10.4亿元。而在今年一季度，
*ST
众和仍亏损约5117万元。
根据*ST众和披露的2017年年报
显示，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分为纺织印
染和新能源锂电两大板块，但在报告期
内由于流动资金紧缺、核心管理及技术
骨干变动等因素影响，*ST众和纺织印
染板块业务陆续全面停工。在此情形
下，*ST众和也曾试图剥离纺织印染板
块业务，但却遇到了无人接盘的尴尬。
众和在今年3月17日发布公告称，
*ST
拟以近10亿元挂牌转让纺织印染板块

资产，于3月20日起在深圳联交所公开
挂牌征集公司纺织印染板块资产的意
向受让方。但时隔一个月，*ST众和表
示，由于公司三次挂牌转让纺织板块资
产期间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
让方，公司将终止标的资产公开挂牌，
另行寻找合适的交易对方。
值得一提的是，*ST众和近半年来
可谓利空不断。诸如，因存在部分定期
报告有虚假记载等违规行为，福建证监
局对*ST众和及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罚。
另外，关于兴业矿业拟通过参与
重整取得*ST众和控制权以及向其提
供总额不超过6亿元的财务资助等事
项也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据了解，
目前该事项仍在继续推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