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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昨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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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内其他重要指数

深证成指收盘

三板做市收盘

0.35%

0.07%

创业板指收盘
-0.21%

880.13

10671.46

1830.98

上市公司换手率排名
伯特利

48.41元

75.09%

锋龙股份

61.03元

73.62%

湖南盐业

17.17元

60.03%

上市公司成交量排名
中国平安

64.1元

43.9亿元

贵州茅台

742.41元

37.5亿元

华友钴业

115.94元

33.3亿元

资金流向（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138亿元）

沪市

深市

创业板

净流出

净流出

净流出

29亿元

109亿元

48亿元

两市股票昨日涨跌一览
上涨：1025家
占比28%

平盘：433家
占比12%

下跌：2172家
占比60%

全球重要指数一览（截至北京时间昨日23时）
道·琼斯

24831.17

0.37%

纳斯达克

7402.88

-0.03%

标准普尔

2727.72

0.17%

恒生指数

31541.08

1.35%

台湾加权

10952.39

0.86%

日经指数

22865.86

0.47%

·股市聚焦·

辉丰股份 遭环保部门行政处罚
辉丰股份5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盐
城市大丰区环保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
环境违法一案现已审查终结，发现公司实施了相关
环境违法行为，为此对公司做出责令改正和行政处
罚措施，包括责令公司年产1000吨联苯菊酯技改项
目停止生产、合并罚款236万元等。目前公司正积极
推进整改。

梅安森 因信披违规遭警示
梅安森5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重庆
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因公司部分业务收入确
认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涉及收入金额8663.68万元，
致使公司2016年报、2017年一季报、2017年半年报、
2017年三季报相关财务数据出现错报。上述行为违反
了信披规定，重庆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监管措施。

威创股份 拟购凯瑞联盟35%股权
威创股份5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以2.625亿元收购北京凯瑞联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5%的股权。资金来源为变更用途的部分募集资
金，即“儿童艺体培训中心建设项目”中的部分募
资。凯瑞联盟主业为运营“芝麻街英语”品牌的少儿
英语培训业务。

安阳钢铁 拟定增募资25亿偿债
安阳钢铁5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
股东安钢集团非公开发行不超4.79亿股股份，拟募资
总额不超25亿元，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
负债。公司股票5月15日复牌。

朗科科技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朗科科技5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此前大股东
上海宜黎筹划与公司相关的购买资产及成立合资公
司的重大事项。近日，经与标的资产方的深入沟通和
论证，因在标的估值、收购比例等核心条款上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上海宜黎决定终止本次与公司相关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山东地矿 争取6月28日前披露年报
山东地矿5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未能
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7年报和2018年一季报。公司
选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将争取2018年6月28日前披
露公司2017年报和2018年一季报，但不排除最终无法
按期完成的可能性。
栏目主持：马换换
本版文字仅供参考 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中兴迎转机 5G概念股躁动

在遭美国商务部“封杀”近一个月
5G概念股股价表现一览（5月14日）
后，中兴通讯（000063）的危机有望迎来
公司名称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转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推文称，正在
中富通
36.5元/股
36.5元/股
10.01%
努力给中兴通讯提供快速恢复业务的
方法，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兴通
神宇股份
28.74元/股
31.6元/股
9.99%
讯的危机解除预期大幅升温。受中兴通
东方通信
6.25元/股
6.64元/股
6.24%
讯迎转机和富士康即将上市双重利好
移为通信
28元/股
29.84元/股
6%
消息的刺激，5G概念股在5月14日出现
躁动。不过，也有业内人士称，5G板块虽
信维通信
36.45元/股
37.25元/股
5.37%
然出现异动，但未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投资者要避免盲目跟风炒作。
令的影响，中兴通讯A股、H股在4月17 此次发行富士康的募资金额也未出现
日早间相继发布停牌公告。4月20日， 缩水情形，仍约为272.53亿元。受富士
中兴通讯迎转机
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在新闻发布会 康上述消息的刺激，5月14日富士康概
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发出出口 上表示，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 念股出现集体大涨，同时也助攻了5G
权限禁止令时隔近一个月后，该事件迎 讯进入休克状态，对公司全体员工、遍 板块相关概念股的上涨。
来新转机。
具体来看，5月14日安彩高科以涨
布全球的运营商客户、终端消费者和
北京时间5月13日晚23点左右，特 股东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5月10日， 停价收盘，收盘价为8.88元/股。据悉，安
朗普发布推文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中兴通讯再发公告称，公司于4月20日 彩高科第二大股东为富鼎电子，富鼎电
平和我正在一同努力为中兴通讯提供 发布的公告提及BIS签发了一项激活 子与富士康的实际控制人同为鸿海精
一种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中兴通讯 拒绝令（以下简称“拒绝令”）的命令， 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另外，昊志机电
有太多的工作岗位流失，我已告知商 受拒绝令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 在5月14日同样涨停，收于14.43元/股。
务部要完成这项工作”。
领益智造在5月14日早盘也高开
无法进行。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被市场认为是
不过时隔5天后，中兴通讯被“封 高走，截至当日收盘，涨幅为7.73%，收
中兴通讯危机有望得到解决。这一消 杀”的事件迎来转机。有分析称，特朗普 于7.25元/ 股；京泉华的涨幅为2.58%，
息也直接挑动了资本市场最敏感的神 的表态意味着危机初步得到解除，对于 收于33.75元/ 股；劲拓股份、奥士康、深
经。受利好消息的刺激，5G概念板块在 中兴通讯而言是积极信号，中兴通讯可 南电路、歌尔股份、东尼电子、同兴达、
5月14日快速走强。盘面上，5月14日 能会在数周内恢复运营。
博威合金等个股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5G概念板块整体涨幅为0.52%。据统
的上涨。
富士康上市消息刺激
计，5G概念板块共有88只股票，剔除停
据富士康披露的招股书显示，公
除了中兴通讯将迎来转机以外， 司科技服务事业群负责5G设备产品研
牌的股票后，共有44只股票出现不同
程度的上涨。其中，中富通的股价表现 富士康即将上市的消息也对5G概念股 发、生产及制造服务；另外，公司控股
最为抢眼。
的集体异动起到了催化助攻的作用。 子公司深圳富华科主要从事5G技术研
具体来看，中富通5月14日早盘以
于5月11日深夜拿到IPO批文的富 发及产品销售服务；并且富士康目前
涨停价开盘，截至收盘，中富通仍被牢 士康，5月14日早间正式对外发布了招 正在研发的项目主要包括应用于智能
牢封死在涨停板上。当日中富通的收 股说明书、股票发行安排以及初步询 手机构件的一系列开发项目、应用于
盘价为36.5元/ 股，涨幅为10.01%，中富 价公告。公司股票将于5月24日进行申 电信网络设备的技术及应用程序，5G
通全天总成交金额约9266万元。截至当 购，该消息不仅让富士康概念股在5月 技术研发、物联网及工业互联网解决
日收盘，在中富通涨停板位置仍有约 14日出现集体大涨，同时也助攻了5G 方案等。
1.43万手买单在排队等待入场。若以中 板块的上涨。
值得一提的是，富士康此次拟募资
富通最新的收盘价计算，涨停板等待买
根据富士康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 金额约272.53亿元拟投向8个部分，其
入的资金约5219.5万元。同样作为5G概 示，公司拟发行约19.7亿股，占发行后 中就包括5G及物联网互联互通解决方
念股的神宇股份在5月14日也收获了 总股本的10%。网下、网上申购时间为 案，开发基于5G通信的新一代工业互
一个涨停板。此外，东方通信、移为通 5月24日，股票简称“工业富联”。公司 联网系统解决方案。该项目名称为新
信、信维通信等股票也受到资金追捧， 拟采用“战略配售+网下部分锁定”的 世代5G工业互联网系统解决方案研发
创新发行方式，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 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富华科，总投资
涨幅均在5%以上。
回顾中兴通讯过去一个月面临的 行数量约占发行总数量的30%；网下申 额约为6.33亿元。
危机，受美国商务部对公司激活拒绝 购70%的股份强制锁定期为12个月。
在业内人士看来，富士康招股书

L

中涉及了较多的5G概念，对于上市在
即的富士康而言，无疑对5G板块起到
了助推器的作用。
警惕概念股炒作风险

作为A股5G板块的风向标，中兴
通讯牵动着5G板块的神经。在业内人
士看来，5G板块虽然出现异动，但中长
期而言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投资
者要谨防5G概念股的炒作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来看，部分
5G概念股的经营业绩并不理想。受中
兴通讯以及富士康相关消息的影响，
剑桥科技在5月14日同样出现微涨，收
涨1.11%，收于38.28元/ 股。剑桥科技在
2017年上半年曾投资2.5亿元布局未来
的“5G通信传送网关键器件及ICT网络
设备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
尽管受到资金追捧，不过剑桥科
技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根据剑桥科
技披露的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在报
告期内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6060万
元，同比下降8.62%；在2018年一季度
剑桥科技实现归属净利润甚至亏损约
4112万元。实际上，作为5G概念股，剑
桥科技曾在4月初出现一轮上涨行情，
受中兴通讯被“封杀”等事件的影响，4
月13日-23日，剑桥科技7个交易日股
价下跌23.52%。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的表态对于5G板块来讲确实是
一个利好，但最终能否解决中兴通讯
的问题还有待确定，投资者要谨防5G
概念股的炒作风险，最终还是要立足
于公司的基本面。
对于中兴通讯事件，安信证券表
示，自4月16日美国商务部重新激活中
兴通讯的禁止令以来，市场对于5G有
着各种担忧，通信板块承受较大压力，
此次特朗普发布推文，预示着中兴事
件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将会很快得到
妥善解决。但同时安信证券也提示风
险称，贸易禁令解除程序繁多，落地仍
需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马换换/文
王飞/制表

老周侃股

aozhou talking

富士康“锁股”发行是把双刃剑
周科竞

富士康的新股发行方案将锁定大量IPO新股
至少一年后上市，将可能造成股票供不应求的预
期，这可能给本就估值偏高的A股市场带来更强
的投机性，富士康上市后的估值也存在过度泡沫
化的炒作风险。
此前投资者一直担心富士康股票发行量太
大，有人甚至猜测将会缩减发行规模，但按现在公
告的发行政策，富士康选择了锁定大量战略投资
者持股，以及网下配售投资者的大部分持股，锁定
期至少12个月。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发行新股，虽
然富士康的总股本很大，但是真正能在二级市场
卖出的股票却很少，投资者会误以为大家非常看
好这家公司，于是会有更多的人追高买入，这将引
发巨大估值的泡沫。
与此同时，如果股价到达高位时，各类非流通

股东在高位质押股票获得融资，那么当限售股解
禁的时候，大量的抛盘有可能会引发股价下跌，将
有可能触发被质押股票的强行平仓，进而出现非
理性下跌，这也将对券商、银行等行业构成一定的
风险隐患。
在本栏看来，新股上市初期，正是投机性最强
的时期，出现估值泡沫的可能性也最大，此时不应
该减少新股的股票供应量，反而应增加股票的流
动性，以平抑非理性泡沫。这才是维持股价走出慢
牛行情的基础。
此外，很小的流通股本撬动很大的总市值，也
会对指数构成严重的干扰。将来，富士康很可能会
被计入多个重要的指数，如果它的流通股占比过低，
那么将不排除有机构投资者恶意操纵富士康股
价，以达到影响指数涨跌的可能。

在本栏看来，富士康采用的发行新股方法虽
然能减少对二级市场的冲击，但同时也是把当下
的压力传导到未来的一种做法，当风险积聚过多
的时候，限售股集中解禁的风险仍可能会导致富
士康股价承压。
因而本栏建议，如果管理层担心太多的股票
上市会拖累慢牛走势，那么不妨按照股价涨幅来
分批解禁IPO发行时的锁定股票。例如，当富士康
股价涨幅达到100%的时候，网下配售的30%提前
解禁；当股价涨幅达到150%的时候，战略投资者
所持有的股票解禁50%；当股价涨幅达到200%的
时候，战略投资者持股全部解禁。这样一来，就可
以做到当股价平稳时管理层能够实现减少股票
供应的目的；当股价过热时则通过解除限售股以
平抑股价。

科大讯飞拟定增募资不超36亿加码人工智能
5月
14日晚间，科大讯飞（002230）2018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出炉。根据定增预
案显示，公司此次定增拟募集资金不超
过36亿元，用于加码人工智能领域。
公告显示，科大讯飞此次定增拟向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不超过10名的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8亿股（含本数），募集资金不超过3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此次定增募集
资金将用于新一代感知及认知核心技
术研发项目、智能语音人工智能开放平
台项目、智能服务机器人平台及应用产
品项目、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5个项目的建设。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高萍）

其中，科大讯飞拟在新一代感知及
认知核心技术研发项目上投入5.5亿元。
该项目主要建设认知智能研发中心、多
语种语音研发中心、图像视频研发中心、
深度学习训练平台、AI资源部等核心研
发办公场地和数据中心，并在苏州、上
海、广州建设研究院分院。同时，购置用
于认知智能核心技术研究和深度学习训
练平台建设的相关软硬件设备。另外，科
大讯飞拟以11.8亿元用于智能语音人工
智能开放平台项目，拟在智能服务机器
人平台及应用产品项目上投入7.8亿元，
拟将4.4亿元用于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
建设项目。此外，此次募集资金中剩余的
6.5亿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据了解，此次定增中，发行对象认

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数据显示，截至公
告日，科大讯飞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庆
峰及法人股东科大控股，合计控制公
司38725.9万股股份的表决权，控制表
决权的比例为18.6%。按照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测算，此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表决权的
比例变为17.68%，仍为控制表决权比
例最高的一致行动人股东。
2017年年报显示，科大讯飞主要
从事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软件及芯
片产品开发、知识服务。科大讯飞最
新发布的2018年一季度报告显示，在
公司业务拓展、销售规模扩大，教育、

司法、智慧城市等业务增长背景下，科
大讯飞在报告期内实现的营收、净利
处于双双增长的状态。其中，公司2018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3.98亿
元，同比增长63.25%。同期对应实现
的归属净利润约为8199.22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0.83%。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一季度，科
大讯飞实现的扣非后归属净利润同比
近乎“腰斩”。数据显示，科大讯飞在今
年一季度实现的扣非后归属净利润约
为2983万元，同比下滑46.34%。对此，
科大讯飞解释称，公司持续加大人工
智能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等，报告期
内，公司员工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3000人，费用成本相对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