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332021年12月8日 星期三
热点聚焦 FOCUS

本版主编 姜 楠 责 编 于 南 制 作 李 波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邢 萌

临近年末，ST板块再度刮起涨停
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7
日收盘，ST板块，包括*ST实达、*ST赫
美、ST宏图、*ST环球等在内的45只个
股涨停。不少个股已实现多日连板，
*ST实达已连收8个涨停板，*ST赫美连
收7个涨停板，ST宏图、*ST环球则均收
6个涨停板。12月6日，也有近30只ST
股涨停。

每到年底，ST板块都会走出一波
“脱星摘帽”行情。尤其在最后一个月，
为了能够“保壳”，不少ST公司纷纷放
出大招，通过破产重整、资产重组、转让
资产等争取扭亏为盈。释放出来的种
种利好，也确实吸引了大量投资者。

最近两日，多家ST公司集中发布
股价异动公告。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7
日发稿，至少有7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
异动波动相关公告，提示交易风险。

其中*ST赫美较为典型，该公司在
公告中提示了终止上市的风险。*ST
赫美表示，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如果
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
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
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
风险。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
算，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ST赫美还称，公司于2021年10月
29日披露了《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期末净资产为-
245963.26万元。如公司2021年年度报
告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事实上，不少ST公司保壳的业绩
压力很大。

根据去年底发布的退市新规，2021
年年报披露后，上市公司若首次触及扣
非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营业收入
低于1亿元的财务类退市指标，将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ST）。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A股106家
*ST公司中，只有21家公司前三季度扣
非净利润为正数，其中3家公司扣非净
利润超亿元。

实际上，11月份以来，ST板块就走
出了上涨行情。截至12月7日，同花顺

ST板块指数期间累计涨幅约为14%。
具体来看，11月份以来，包括*ST

澄星、*ST德新、*ST中天等在内的7只
个股期间累计涨幅超过50%，其中，*ST
澄星期间累计涨幅达到106.16%。

除了临近年末的“脱星摘帽”预期，
ST板块大涨还跟短期资金炒作有关。

北京阳光天泓资产管理公司总经
理王维嘉对记者表示：“新能源汽车、光

伏等热点板块调整，在没有明确主线的
情况下，市场赚钱效应较差，叠加年末
资金面趋紧，导致部分场内资金阶段性
选择炒概念的ST板块。不过，这种炒
作并不具有持续性。”

华鑫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严凯文
对记者直言，“不建议投资者参与”。他
认为，根据新的监管规定，对于不具备持
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公司，监管部门明

确指出此类公司利用做大营业收入保壳
的常见手段，并有的放矢地制定出相关
扣除标准，力求实现“应退尽退”。从这
个角度而言，投资ST股票的风险很大。

王维嘉也明确表示，不建议投资者
参与买卖ST股票。投资者还要特别注
意ST公司的财务、股价和市值等与退
市制度相关联的重要指标，进行综合判
断、理性投资。

45只ST股联袂涨停 相关公司纷纷提示风险

吴 珊

12月7日，ST板块涨停公司家数高
达45家，而同日A股市场中以涨停价报
收的公司仅为97家，ST公司占比达到
46.39%。不仅如此，12月份以来的5个交
易日，ST板块日均涨停家数达到30家，

“10天9板”“连续8个涨停”“5天4板”的个
股战绩更令ST板块成为市场焦点。

面对部分ST公司股价非理性波动，
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近7天，有9家ST公司
收到了关注函，甚至有4家公司发布公告
称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按照过往经验，12月份往往是一众

*ST寻求翻身的最后机会，有些公司借
助赠资产、冲业绩、搞交易等方式规避退
市。但是，今年随着退市新规的实施，那
些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公司无疑
将迎来最难的年关。

一方面，退市新规大幅降低了退市
门槛，新增了多种应退情形，退市新规的
严格程度和处罚力度进一步提高，将加
快资本市场优胜劣汰，促进常态化退
市。比如，新规将原来“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面值”修改为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人民币1元”，且设置“3亿元市值”标
准等，有望进一步发挥市场化退市效力。

另一方面，退市新规将加快推动丧
失持续经营能力的僵尸企业、空壳公司
有序退出。取消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
环节，有效解决“久拖不退”等问题。

11月19日，上交所、深交所又分别发
布《财务类营业收入扣除指南》，对上市
公司财务类退市指标进行了新的明确，
进一步优化并修订了营业收入扣除标
准，精准打击空壳公司。

可以看到，围绕退市制度改革，证监会
和交易所做出了大量积极探索，推动市场
化、法治化退市加速形成，多元化退出渠道
日益畅通，A股市场已形成进退有序的新生
态。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只有将稳健经
营、审慎经营贯穿始终，做到发展与风控能
力相匹配，才能行稳致远。投资者也要把
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关注上市公司基本
面，增强风险意识，远离空壳企业。

ST股暴涨行情不可持续

本报记者 李乔宇
见习记者 贺王娟

关注函迟迟未回复，公司上下讳
莫如深，真视通究竟藏了什么“雷”？

截至12月7日《证券日报》记者发
稿，真视通仍未就深交所11月26日下
发的关注函做出具体回应，而是将回
复日期延长到了12月10日。

这已不是真视通第一次延长关注
函回复日期了，此前真视通接连在8月
18日、8月20日收到深交所关注函，但
两次延期后，至今仍未回复。事实上，
上述三封关注函的内容均指向真视通
新老股东间的股权转让纠纷。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访真视
通公司所在地，但公司方面在得知记
者身份后将记者拒之门外。已辞任
真视通独立董事的吕天文拒绝了记
者的采访请求，他表示：“虽然我已经
辞职，但是在真视通还未找到新独董
之前，我还是对公司负有责任，目前
不便对外发声。”此外，真视通前任董
秘吴岚亦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证
券日报》记者的采访。

真视通在隐瞒什么？

公章失控 延期回复关注函

在真视通最近收到的关注函中，
深交所抛出了五个问题质疑其此前披
露的《关于公司印章、证照资料失控的
公告》。11月26日晚间，真视通发布公
告称，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证照已
处于失控状态。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民事诉讼等合法合规方式，追讨
或补办公司相关印章、证照等。

正是这则公告揭开了真视通内
斗的一角。据公告记载，公司非独立
董事马亚认为该公告披露的内容严
重失实、不准确、不完整，公司证照、
印章交由公司多媒体板块财务负责
人杜毅保管，是王国红、胡小周、马
亚、陈瑞良、吴岚等五位股东与公司
董事长何小波协商一致做出的安排。

此外，时任真视通独立董事的吕
天文也表示，具体的情况不十分清
楚，新老股东各执一词，十分困惑，不
知如何进行判断。而弄清楚事实的
真相，超出了其能力范围。而就在上
述公告发布当日，吕天文因个人原因
辞职的公告同时发布。

对于这场“闹剧”，深交所要求真
视通在12月3日前就公司董事马亚认
为公告严重失实内容进行自查，并说
明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管理的具体
情况以及上述事件对公司治理、日常
经营管理的影响。

12月3日，真视通并未就深交所
关注函做出回复，却发布了延期至12
月10日回复关注函的公告。同日，真
视通还于发布了《印章管理制度》等
多则公告。据真视通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记载，公司董
事马亚对《印章管理制度》《财务管理
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等议案投出了反对票。

12月10日渐行渐近，这一次，真视
通还会延期回复吗？真视通相关负责
人就此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
目前正在准备回复函，但是12月10日
能否按时发布，要以公告为准。至于
新老股东如何处理矛盾，公章如何安
置，该负责人坦言，“他们还在谈”。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
智告诉记者，新老股东表面上争夺公
章，实际上争夺的是公司控股权。

“理论上，法人签字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替代公章，但实践中，签字和
盖章并不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董

毅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新老股权转让藏玄机

在11月26日的关注函中，深交所
也提及曾先后于8月18日和8月20日
两次向真视通发出关注函，截至目前
公司仍未回复。深交所要求真视通
说明截至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预计回复时间、前述函件回复是否存
在实质性障碍等。

针对今年8月份以来，深交所向真
视通发出的三封关注函，真视通已先后
发布了四则延期回复关注函的公告。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上述三封关
注函注意到，真视通控股股东隆越控
股持有的真视通9.06%的股份被司法
冻结，冻结原因为上述股权转让款未
支付完毕导致的债务纠纷；王国红、胡
小周、马亚、陈瑞良、吴岚等五位股东
曾向隆越控股出具《承诺函》，承诺
2020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原业务存货及
应收账款规模控制在5.5亿元内。真视
通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
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5.19亿元，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达8263.81万元。

另据有关公告显示，2020年度真视
通合并报表原业务存货及应收账款实
际规模与五位股东承诺相差1.83亿元。

2021年8月19日晚间，真视通再次
披露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
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无独有偶，王
国红也被冻结了公司9.06%的股份。

而这还牵出了真视通新老股东此
前进行股权转让的一份“抽屉协议”。

据公告，2019年8月份，隆越控股在
与5位老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
时，还私下签署了一份业绩承诺函。基
于该业绩承诺，隆越控股要求上述五位
股东对2019年至2021年的各年度真视
通合并报表范围的原业务多项指标做
出业绩承诺和补偿措施。

时间倒回至2019年8月30日，真
视通披露，公司实控人王国红、胡小
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同时隆越控股
受让王国红股东持有的公司11.78%
股份。彼时隆越控股因看好真视通
未来的发展前景，以溢价77%的价格
收购了真视通11.78%的股权。

而老股东方面亦在真视通上市
后不断减持公司股票，并寻找资产重
组欲求退出。此后，这一本应令双方

“皆大欢喜”的交易因隆越控股迟迟
未能支付1.29亿元尾款戛然而止。
2020年9月份，老股东一方向法院提
起诉讼申请司法冻结隆越控股所持
9.06%真视通股份。

导致新老股东针锋相对的根本原
因在于：在新股东未支付1.29亿元转让
款的同时，老股东亦未兑现业绩承诺。

12月7日真视通证代以不清楚事
情原委为由，婉拒了记者采访，亦称
董秘开会，不便接听电话。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在真视
通宣布公司印章、证照已处于失控状
态后，真视通老股东通过媒体发声，
表示十分焦虑担心相关事件会影响
公司订单及银行征信。记者曾试图
采访真视通新股东何小波，但截至发
稿，仍未能取得联系。而在与公司前
独董吕天文交流中，记者获悉，目前
真视通的对外发声，需通过董秘。

值得一提的是，12月3日晚间，真
视通方面发布了新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备案制度》及《重大信息内部
报告制度》，对此前的多项条款进行
细化和修订。

12月10日，真视通是否能按时回
复深交所关注函？《证券日报》记者将
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真视通“公章失控”
背后隐藏着什么戏码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任世碧

周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为明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会议强
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并从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
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社会政策
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部署。

恰逢2021年尾声，在“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背景下，A股市场跨
年行情会如何演绎？

三因素支撑跨年行情

随着12月6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市
场各方对跨年行情的预期大涨。信达证
券策略团队表示，“支撑跨年行情的动力
主要有三方面：估值反弹+稳增长+居民资
金季节性回升。第一个动力是‘估值反
弹’，3月份以来，部分板块调整的时间和
幅度均较大，存在估值修复的必要。第二
个动力是‘跨年前后偏暖的政策’，随着全
面降准的落地，跨年行情将进入稳增长预
期主导的第二波上涨。随后还需要验证

居民资金的活跃度，如果能够回升，则跨
年行情可持续到明年3月份。”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
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半年我国经济‘稳增长’压力不明
显，因此对于地产行业管控力度较大。
而当前国内房价过快上涨态势已得到遏
制，重心将再度转移到‘稳增长’。”

国海证券表示，“适时降准”打开了
流动性进一步宽松的向上空间，市场对
政治局会议加力稳增长的预期不断强
化，明年春季躁动提前到跨年行情存在
较大可能，行情空间取决于政策力度。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粤开
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表
示：“我们预计后市政策力度仍有进一
步宽松的空间，‘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
再次凸显。当前乃至明年上半年是货
币政策宽松的最佳时间窗口，本轮跨年
行情有望徐徐展开。”

“跨年躁动”关注四条主线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15家券商

2022年A股投资策略报告发现，大消费、
房地产产业链、大金融、基建等主线被
众多机构普遍看好。

首先来看大消费。粤开证券、川财
证券等8家券商看好大消费品种的跨年
行情。陈梦洁认为，消费板块龙头公司
成本端压力逐步得到缓解后，中长期有
望享受原材料价格回落+盈利弹性修复
的红利，消费龙头品种或将迎来2022年

“跨年躁动”行情。
陈雳认为，从跨年行情主线演变情

况来看，预计将围绕“稳投资和促消
费”展开。促消费方面，2022年疫情影
响预计将逐步消退，而受疫情影响最
大的住宿、旅游、航空、餐饮等行业将
迎来反弹。

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对记者
表示：“政治局会议强调稳字当头，扩内
需和促消费政策将发力，尤其是消费促
进政策值得期待，我们看好明年消费板
块整体反弹机会。”

第二，包括粤开证券、中信证券等6
家券商看好房地产产业链的估值修复
行情。陈梦洁表示，目前A股韧性较强，

走势较为独立，在政策定调以及经济稳
增长的形势下，建议投资者在跨年行情
中关注房地产产业链的估值修复机会。

第三，粤开证券、光大证券等7家券
商纷纷看好大金融板块跨年度行情机
会。陈梦洁表示，降准有助于优化金融
机构的资金结构，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
促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更好支持
实体经济。对银行板块来说，降准有助
于银行负债成本缓释，对业绩形成支撑，
可关注资产质量高的低估值核心个股。
对券商板块来说，偏宽松的流动性环境
有助于提振市场风险偏好，叠加上市公
司业绩预期向好，有望受益于降准带来
的A股跨年行情，低位的券商板块有望迎
来估值修复机会。

第四，光大证券、川财证券等5家券
商看好稳投资背景下基建主线的跨年
度行情机会。陈雳认为，两类基建方向
值得关注：一类是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双碳”背景下电网建设预计进入高速
增长期；另一类则是农村基建，乡村振
兴预计仍是明年主题。乡村要振兴，基
建要先行。

明年经济工作方向确立 跨年行情浮现四条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