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深两市近500家公司股票停牌

□

本报记者 王荣

莱美药业、朗姿股份、金正大、康美

药业等众多公司7月2日晚纷纷公告称，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5

年7月3日上午开市起停牌。据不完全统

计，3日共有30家A股公司加入到停牌大

军中，还有七喜控股、太阳鸟等多家公司

延期复牌。 另据Wind统计，除去暂停上

市的4家ST公司，7月2日共有457家A

股公司停牌。也就是说，3日沪深两市有

近500家A股上市公司股票将处于停牌

状态。

主因是筹划重大事项

当代东方7月2日晚公告， 公司涉及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资当代春晖

并实施投资辽宁数字电视增值业务项目

调整的事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经申请，公司股票自7月3日开市起

停牌。

更多公司的停牌原因则只是提及筹划

重大事项， 并未对重大事项大致方向有所

说明。 初步统计，7月2日晚，隆鑫通用、大

富科技、合兴包装、沃尔核材等19家公司

只是简单以筹划重大事项为由决定在7月

3日停牌。

7月3日停牌筹划股权激励的公司较

多，如青岛金王、永鼎股份停牌筹划员工

持股计划，先河环保停牌筹划股权激励事

项。 近期大盘调整，多数股票出现了50%

以上的跌幅。 分析师人士指出，一般情况

下，当股价向下调整时，推出股权激励的

公司会较多。

另有众多公司因为证监会审核公司

的定向增发而宣布停牌。 不过，由于股价

连续下跌，部分公司的股价已跌破前期公

告的增发价格。 此次公告停牌筹划重大事

项的康美药业7月1日刚公告，中国证监会

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于当天对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

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获得通过。

复牌公司寥寥

另据Wind统计，除去暂停上市的4家

ST公司，7月2日，A股市场共有457家公司

停牌。 如果算上2日晚公告停牌的公司，3

日A股停牌公司接近500家。

与大规模的停牌潮相比， 复牌的公

司寥寥。 国创高新7月2日晚公告，6月26

日，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开始停牌。 股票

停牌后，有关各方进行了充分沟通，但未

能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 决定终止筹划

此次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将于7月3日开

市起复牌。

新华医疗也公告称， 公司决定终止筹

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7月3日复

牌。 万达院线、豫金光纤、齐星铁塔也宣布

7月3日复牌。

目前A股市场处于调整中， 复牌的

公司，不论收购资产情况如何，往往面临

补跌。 如两市“第一高价股” 迅游科技7

月2复牌，早盘一字跌停报267.57元。 据

统计，6月15日至7月1日期间，复牌能够

维持上涨正收益的股票占比不到20%，

复牌以来跌幅超过30%的个股占比则超

过40%。

部分短期超跌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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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低估值绩优股和超跌股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期A股频现大幅调整，但个股分化

已经产生， 逆市上涨或抗跌个股显得尤

为“珍贵” 。 市场人士认为，有业绩支撑

的低估值股票或在调整期内有着更高的

安全边际。 此轮调整中部分超跌“错杀”

个股，一旦后市转暖，同样存在估值修复

的可能。

绩优蓝筹逆市上扬

低估值的蓝筹股正成为资金青睐的

对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除去近期

上市公司新股，7月2日有32只市盈率低

于30倍的低估值个股上涨， 主要集中在

银行、券商、地产等板块。

银行板块上涨家数最多， 达9只，

包括五大国有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

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其中中信银

行涨停。

上涨家数排名第二的是券商板块，

分别为华泰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

西南证券、中信证券、国信证券、东北证

券、兴业证券，整体涨幅一般。 房地产和

家电上涨个股均为3家， 分别为城投控

股、中洲控股、金地集团、TCL集团、美的

集团和美菱电器，其中TCL集团受其回购

计划提振开盘曾一度涨停。

低估值蓝筹的吸金能力让其他个股

望尘莫及。 Wind数据显示，7月2日，净流

入资金超过1亿元的个股有19家，主要流

向银行、券商等大蓝筹。 其中，中国银行

净流入资金达9.24亿元，位居资金净流入

第一名；其他大单资金净流入超过1亿元

的个股还有中国中车、中信银行、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

证券和中国石油等。

截至7月22日收盘， 以A股整体动态

市盈率（整体法）23.94倍为参照，目前

银行、非银金融、家电、电力、白酒、机场、

航空运输、 地产和公用事业等板块动态

市盈率明显偏低。 目前已发布中期业绩

预告情况显示， 受市场转暖和成本降低

的双重推动，券商、电力、航空运输板块

上半年业绩增长较为确定。 另外，随着二

季度房地产成交量大幅上升和项目结算

的推进， 相关上市房企业绩有望在下半

年财报中体现。

消费龙头表现亮眼

除了低估值蓝筹股， 部分抗跌板块

及个股也引人注目。 Wind数据显示，在

过去一个月中跌幅小于15%且动态市盈

率小于40倍的板块主要有乳品、白酒、白

色家电、航空运输、水电、火电、银行以及

油气开采。

航空运输板块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上

涨16.2%，动态市盈率为31.12。由于市场

需求增长好于预期，航油价格大幅下降，

三大航一季度均净利暴增：中国国航实

现利润16.75亿元，同比增长17倍；东方

航空净利润达15.64亿元， 去年同期则

亏损2.05亿元； 南方航空实现净利润

19.03亿元， 上年同期公司亏损3.06亿

元。 尽管航空公司尚未对今年中期业绩

做出预告，但业内普遍认为，在上述利好

因素的继续推动下， 加之即将到来的旺

季， 航空公司中期业绩将延续一季度的

强劲增势。

白酒板块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仅微

跌-4.28%，动态市盈率为22.87，整体

呈现出抗跌且低市盈率的特征。 从业

绩方面来看， 白酒行业经历了三年的

去库存后，前期受“三公消费” 影响的

板块龙头正迎来“深蹲起跳” 的阶段。

贵州茅台一季报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

长14.69%和17.99%，这也是贵州茅台

连续两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 *ST

酒鬼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大增， 水井坊

一季度也扭亏为盈。 中信证券研报认

为， 一季报显示白酒行业基本面拐点

趋势确立，一线酒企全面企稳；在有增

长溢价的情况下， 白酒行业龙头被严

重低估。

此外，不少龙头酒企兼具IPO影子股

和国企改革双重热门利好。 华西证券

招股书显示， 泸州老窖是其第三大股

东。 而五粮液和沱牌舍得国企改革预

期明确。 这些都或将构成板块补涨的

因素。

三主线掘金超跌股

Wind数据显示，过去一月中，已有

50只股票价格跌幅超过一半，主要集中

于机械设备、化工、计算机和电子行业

中。 东方证券研报认为，在市场的下跌

过程中，如果出现大量超跌股，市场往

往会有所反弹。 市场短期的过度悲观可

能为这些个股提供良好的买入机会。 随

着市场的企稳，这些股票有望带来超额

收益。

券商研报显示，目前市场短期超跌

程度较强的个股主要有万邦达、天泽信

息、文峰股份、大智慧、金证股份、京天

利、中国铁建、健康元等60只股票。 而

且，这些个股中大多数中期业绩表现较

好。 如受收购并表推动，二三四五预计

公司2015年半年度实现盈利18,054.19

万元–18,827.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00%-630%。

部分获公司重要股东增持的超跌股

也值得关注。 旋极信息近期获董秘增持

18万股， 公司预计上半年累计净利润实

现扭亏为盈。

此外，不少6月份实施高杠杆员工

持股计划的公司正面临着股价低于建

仓成本价的尴尬处境。 目前两市已有

近20家上市公司股价低于员工持股成

本。 如香雪制药6月完成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建仓，购买均价为30.84元/股，且

该计划动用三倍杠杆，而6月至今其股

价跌幅近30%，现价为25元/股。 分析

人士称， 员工持股计划的持仓成本一

般来说可以作为股价的一个安全垫，

这类高杠杆标的后期或具备一定的补

涨可能性。

部分低估值抗跌板块

大股东与高管踊跃增持展信心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A股市场连续调整引发上市公司大股

东和管理层“增持潮” ，不少上市公司股

东、高管通过增持的形式向投资者展示信

心，为上市公司护盘打气。 截至中国证券

报记者发稿时， 仅7月2日晚就有银泰资

源、 浙报传媒等25家公司发布增持公告，

其中最大手笔是银泰资源，拟未来12个月

增持不超过1.5亿股。

增持股份为公司打气

银泰资源大股东计划增持公司不超

过1.5亿股。 银泰资源7月2日晚公告称，公

司大股东中国银泰计划自7月2日起12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5亿股。

截至目前， 中国银泰持有公司股份1.99亿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29%。 中国银泰

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银泰资源股份。

按照公司7月2日收盘价13.96元估算，

大股东此次增持需耗资20.94亿元。中国银

泰表示，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大幅下跌，目前

公司股票市值不能合理反映公司战略转型

后的真实价值，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制定了上述增持计划。

长信科技继6月30日获公司两位高管

增持20万股后， 再获三位高管增持9.5万

股。 公司7月2日晚公告称，公司董事、总裁

陈夕林，董事廉健，副总裁、董秘宁鹏飞，于

7月2日通过二级市场分别增持公司股份5

万股、4万股及0.5万股，合计增持9.5万股。

同时，陈夕林、廉健、宁鹏飞计划在首笔增

持事实发生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 根据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

及资本市场情况， 再决定是否增持公司股

份。公司称，核心管理团队对公司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为进一步彰显决心和信心，做出

上述增持决定。

7月2日晚间还有海虹控股、 上海钢

联、神州泰岳、综艺股份等20多家公司通

过控股股东或者管理层增持。

上市公司掀增持潮

随着大盘的不断下探， 已有越来越多

的上市公司公告增持事项。 Wind资讯数

据显示，6月15日至7月2日， 两市共有128

家上市公司出现净增持， 净增持市值达

38.84亿元。 净增持市值排名前五的分别

为：南玻A11.85亿元、长园集团11.56亿元、

万达信息10.07亿元、 双塔食品5.76亿元、

交大昂立4.09亿元。

不少公司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增

持。 飞马国7月2日晚公告称， 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兴全睿众飞马国

际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于6

月30日和7月1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08.33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 ， 增持均价为

25.45元/股。

还有公司在应对此轮调整中采用了

“组合拳” 。 欧菲光通过增资20.65亿元布

局汽车智能化， 但自6月12日复牌后股价

就连续下挫，为此，公司采取了连续增持、

解禁股延期以及停牌等多项举措。

欧菲光的18位管理人员在2014年12

月30日至2015年6月24日完成增持256.58

万股，占总股本0.249%。 6月30日，公司还

宣布，自今年6月30日起的六个月内，其财

务总监及三位董事将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不少于8000万。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紧接着也做出追加承诺，将

其所持原本在8月3日解禁的2.09亿股延

期至明年8月3日解除锁定。 7月2日，公司

股票因为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齐星铁塔

拟定增募资63亿元收购北讯电信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齐星铁塔 7月 2日晚公

告， 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

股东龙跃投资在内的十名投

资者定向增发约10.23亿股股

份， 股份发行价格为6.16元/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63亿元，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龙跃投资

出资约20.7亿元认购部分增

发股份， 继续保持公司控股

股东地位。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

动用约35.5亿元收购北讯电信

100%股权，27.5亿元用于北讯

电信专用无线宽带数据网扩

容项目。 收购完成后，北讯电

信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齐

星铁塔将借此进入无线宽带

数据服务领域。 公司股票将于

7月3日复牌。

收购北讯电信实现转型

根据公告， 北讯电信预估

值为35.5亿元， 交易对方承诺

北讯电信在2015年-2017年三

年业绩承诺期内的各年度净利

润总和不低于86920万元。

资料显示，北讯电信主营

业务为专用无线宽带数据通

信及应用，是少数几家获得无

线数据传送业务许可的公司

之一，具有多年无线数据通信

业务运营经验和用户资源，已

取得了在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河南、广东等11省市经营

无线数据传送业务的经营许

可，已在上海、广东、天津等

地铺设专用无线宽带数据网，

并为公安、 消防等政府部门，

电力、燃气、水务、港口等企

事业单位， 提供试验网无线

数据通信服务， 具有市场先

发优势。

北讯电信采用 “数据流

量+解决方案+终端产品+技

术服务” 运作模式，为客户提

供通信服务、 销售终端产品

及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并获取相关收入， 目前营业

收入仍主要来自终端产品销

售、 呼叫中心服务业务及卫

星通信服务业务。 随着公司

基于TD-LTE技术的无线宽

带数据专网的建设逐步完

成， 北讯电信核心业务将转

向无线宽带数据通信服务及

其应用， 具体包括无线宽带

物联业务、无线宽带数字集群

业务、 无线宽带应急通信业

务、 无线宽带移动办公业务，

并提供基于上述业务的定制

化终端。

募投项目盈利能力强

齐星铁塔此次募资包括

北信电讯专用无线宽带数据

网的扩容项目建设。 根据该项

目计划，公司将在目前一期天

津市、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

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在广东省

佛山市、东莞市、惠州市、中山

市、茂名市、湛江市、江门市、

珠海市、 肇庆市共9个城市进

行专用无线宽带数据网的扩

容项目建设。 该项目的投资建

设期为6个月，达产期2.5年。该

项目预计将在未来十年的经

营期（含建设期和达产期）实

现年均营业收入265853万元，

年均利润总额107803万元，年

均净利润80852万元。

据介绍，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共安全事

件受到广泛关注，专用通信应

用日益普及，专用通信行业的

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赛迪顾

问预计，到2016年，我国基于

TD-LTE的无线宽带应用市

场规模将达到近500亿元。

无线宽带数据专网的下

游主要为众多的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等集团用户以及

行业的专业服务提供商、商

业零售商， 行业应用市场涉

及楼宇设施住宅、能源电力、

工业、医疗卫生、零售业、安

防设施、 交通运输、IT和网

络、 国土资源、 消费和办公

等，市场需求广泛，增长空间

巨大。

青雨传媒今日登陆新三板

□

本报记者 王荣

东阳青雨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832698）

定于7月3日登陆新三板，并

于挂牌当天引入6家机构进

行做市交易。

青雨传媒成立于2007

年4月， 目前股份数量为

5200万股，张静、张宏震夫

妇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45.89%的股权，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青雨传媒投资制作的电

视剧包括独家拍摄和联合拍

摄两种情况， 并以独家拍摄

为主。自成立以来，青雨传媒

投资制作并成功发行了《潜

伏》、《借枪》、《柳叶刀》、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等大

热电视剧。截至2014年12月

31日， 青雨传媒总资产为

3.95亿元， 当年实现净利润

4068.45万元。

青雨传媒的市场定位

是精品电视剧的投资、制作

和发行，在电视剧行业整体

供过于求、精品电视剧供不

应求的背景下，青雨传媒并

不盲目增加电视剧产量以

获得市场份额，而更注重于

提高单部电视剧所产生的

价值。 精品电视剧使青雨传

媒在发行销售过程中与电

视台及新媒体公司的议价

能力较强。

申银万国三级行业

最近一个月区间涨跌幅

(总市值加权平均)（%）

市盈率

(TTM,整体法)�

SW

航空运输

Ⅲ 16.20 31.12

SW

油气钻采服务

7.75 31.59

SW

银行

Ⅲ 2.14 7.58

SW

白酒

-4.28 22.87

SW

石油加工

-5.30 31.39

SW

石油开采

Ⅲ -5.98 27.29

SW

铁路运输

Ⅲ -6.75 15.79

SW

空调

-8.58 13.09

SW

低压设备

-9.92 34.56

SW

洗衣机

-11.08 23.12

SW

水电

-12.63 21.82

SW

火电

-13.69 19.37

SW

乳品

-14.00 36.58

SW

彩电

-14.24 37.75

代码 名称 偏离度指标 流通市值（亿） 申万二级行业

SZ300055

万邦达

0.6635 124.71

环保工程及服务

Ⅱ

SZ300209

天泽信息

0.6862 47.88

计算机应用

SH601010

文峰股份

0.6914 180.55

一般零售

SH601519

大智慧

0.6939 371.9

计算机应用

SH600446

金证股份

0.6984 327.95

计算机应用

SZ300399

京天利

0.7014 28.82

计算机应用

SH601186

中国铁建

0.7042 1928.36

基础建设

SH600380

健康元

0.7064 234.35

化学制药

SZ002229

鸿博股份

0.7176 44.37

包装印刷

Ⅱ

SZ300226

上海钢联

0.7187 112.46

互联网传媒

SZ002195

二三四五

0.7209 109.17

计算机应用

SZ002337

赛象科技

0.7262 73.24

专用设备

SH600528

中铁二局

0.7288 244.71

基础建设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报告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购买公司与技术

石基信息与阿里旅行合作将提速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石基信息7月2日晚公告，

拟与北京泰能软件有限公司签

署软件技术合作协议， 双方拟

就购买泰能软件相关产品、畅

联渠道的连接及其他多个方面

进行合作， 总购买价款及合作

费用不超过5000万元。

泰能软件是专业从事酒

店管理软件开发销售一体的

新技术企业， 目前泰能软件

客户总数超过2000家酒店，

其中星级酒店客户数达1100

家左右。

据协议，石基信息将购买

泰能软件所有现有及新开发

的产品，委托泰能软件开发产

品的“畅联” 和“信用住” 等

双向接口；泰能软件依照石基

信息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成功

完成规定数量的酒店与甲方

“畅联” 的连接等上线工作；

根据合作情况和石基信息需

要，石基信息有权在合同规定

的时间内以合同约定的价格

购买泰能软件已经发行的全

部股权。

石基信息同时公告，公司

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

公司以7500万元，收购万达控

股有限公司100%股权。 万达

控股为投资公司，未进行实质

业务。 但旗下全资子公司广州

万迅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软

件开发等项目，一直专注为酒

店餐饮娱乐行业提供全方位

的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是国内

较为知名的酒店管理软件供

应商，拥有超过20年酒店餐饮

行业IT管理系统开发和服务

经验。

石基信息表示， 公司通过

与泰能软件进行技术合作，同

时收购万达控股100%股权，可

快速将泰能软件现有的客户，

特别是星级酒店客户， 通过畅

联与阿里旅行进行连接， 整合

万达控股拥有的“千里马” 酒

店信息系统的各项资源， 有助

于推进公司与阿里旅行的合作

进度， 加快阿里旅行进行大规

模市场拓展的步伐， 从而形成

多赢的合作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