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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昆机7月13日摘牌

□

本报记者 董添

7月11日晚， 退市吉恩和退市昆机同

时公告称，公司股票已于退市整理期交易

满三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结束，7月13

日将被交易所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

市后将进入股转系统。 两家退市公司近日

二级市场交易活跃，“敢死队” 刀口舔血

氛围浓厚。 有的投资者选择持有，博弈重

新上市。 专家认为，重新上市概率极低。

退市整理期结束

5月30日， 退市吉恩和退市昆机进入

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共30个交易日，7

月11日是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7月11日

收盘，退市吉恩收报1.38元/股，日跌幅达

6.12%。 退市昆机收报1.47元/股，日涨幅

达3.52%。

退市整理期，两家公司股价跌幅巨大。

以退市吉恩为例， 公司自2017年4月27日

起停牌，复牌后进入退市整理期，股价一路

下跌至最低点1.02元/股。 之后，遭到资金

热炒，股价出现波动。 截至7月11日收盘，

相比停牌前股价跌幅达到79.85%。

退市昆机跌势更为惨烈。 2017年3月

17日，盘中上冲至9.43元/股后，经历了6个

跌停；2017年4月24日起开始停牌。复牌后

进入退市整理期， 连续15个交易日跌停，

一度下跌至最低点1.18元/股。 截至7月11

日收盘， 相比停牌前股价跌幅达到

77.17%。

停牌前买进两家公司股票的投资者，

如果退市整理期没有卖出， 退市后两家公

司股票将进入股转交易系统。

重新上市概率低

令人费解的是， 面对短短几日就要退

市的股票，仍有大批投机客短线买入，频繁

操作。从盘面看，退市整理期跌停板打开后

交易活跃。 以退市昆机为例，6月21日放量

跌停打开，成交额达4528万元。 之后多个

交易日股价涨幅超过5%。

从龙虎榜看， 博取短线收益的主角是

游资。 其中，7月9日，华泰证券成都蜀金路

营业部出现在退市吉恩龙虎榜的买方名

单，7月10日出现在退市吉恩龙虎榜卖方

名单。

部分投资者博弈未来可能重新上市。

市场人士表示，押注重新上市道阻且长，风

险十分巨大。 长航油运和创智科技只是个

案， 未来不可能出现批量的退市公司重新

上市的情形。

白酒板块上半年业绩向好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酒鬼酒、 水井坊等白酒公司相继发布

上半年业绩预告或快报， 营业收入与利润

处于高增长区间。7、8月虽是白酒消费的淡

季，但酒企淡季动作不断。洋河产品全线提

价，泸州老窖宣布国窖1573全面停货。分析

师指出，根据调研情况，预计上半年白酒公

司多保持高增长。 白酒板块淡季挺价降库

存成为常态，为旺季走量做准备。

营收利润高增长

业绩快报显示，酒鬼酒上半年营业收

入为5.24亿元，同比增长41.2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4亿元， 增长

38.3%。 公司表示，内参酒及酒鬼酒系列产

品销售增长良好。

水井坊预计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23亿元至9.33亿元， 比上年同

期增长50%至70%。 顺鑫农业预计上半年

盈利4.16亿元至4.8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

长70%至100%。两家酒企高增长均归因于

产品销售良好。

从目前披露的业绩预告或快报情况看，

白酒上市公司依然维持去年以来的高景气。

长江证券预计， 上半年高端酒整体收入增速

仍然维持在25%-35%的快速增长；利润增速

预计普遍在30%-40%之间；预计次高端白酒

的收入增速达30%以上， 利润增速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2018年行业景气将好于2017年。

控货提价动作多

二季度为白酒消费传统淡季，企业往往

在淡季控货挺价。 其中，泸州老窖再次放出

“停货”信息。 泸州老窖国窖酒类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宣布，从7月9日起，将暂停接收国

窖1573订单，并暂停国窖1573货供应。 根据

此前发布的《关于执行52度国窖1573经典

装14-17年瓶贮产品零售价的通知》，2014

年-2017年国窖1573瓶贮产品按年份定价。

其中，2014年的国窖1573价格为每瓶1499

元。 该价格与茅台酒的官方指导价持平。 泸

州老窖此前提出多维度回归行业前三，包括

销售收入、品牌形象、运营团队等。

五粮液于6月份宣布， 暂缓接受52度

新品五粮液订单。 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朱中玉此前表示， 暂缓接受新订单政策

从6月23日起已开始执行。

国海证券指出，近期白酒企业纷纷控货

挺价，是为中秋旺季放量蓄势。 除五粮液、泸

州老窖外，汾酒对青花全面停货；水井也在

进行控货。 淡季再次迎来停货潮。 白酒消费

结构发生变化后，多数白酒企业很难形成茅

台这样的卖方市场，通过控量挺价维持价格

上行是重要手段。 渠道利益合理分配，旺季

加大发货，以保持业绩稳定增长。

*ST友好控股股东增持至25%股份

*ST友好7月11日晚间公

告称，5月8日至7月11日期间，

控股股东大商集团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1557.48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

截至7月11日，大商集团持

有公司股票7787.27万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25%。本次权益变动

前， 大商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6229.8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崔小粟）

受暴雨灾害影响

金路集团子公司或停产

金路集团7月11日晚间公

告称， 下属子公司岷江电化位

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境内，因

近期普降暴雨， 导致通往岷江

电化的道路运输中断。 岷江电

化产品及生产原材料进出受到

影响， 生产装置面临部分或全

部停产的可能。 停产会对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

金额目前尚无法预计。 公司已

启动应急预案， 积极协调统筹

岷江电化生产经营活动， 全面

开展减损工作， 以确保各项损

失降到最低。 （董添）

长江投资拟收购世灏国际50%股权

长江投资7月11日晚间公

告称，拟以26650万元，在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受让舟山晟膳

持有的世灏国际50%股权。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资料显示， 世灏国际提供

进口商品车报关、 仓储及物流

运输服务，在豪车物流领域有长

年的运营经验。

长江投资表示， 看好豪车物

流行业未来发展前景， 本次投资

将进一步优化投资产业链， 通过

发挥物流板块协同效应， 加强公

司核心竞争力。（张兴旺）

盛运环保

大股东所持1.13亿股跌破平仓线

盛运环保7月11日晚间公

告称， 大股东开晓胜持有公司

13.69%股权。 截至目前，开晓胜

共质押了1.78亿股。其中，1.13亿

股已经跌破了平仓线。由于开晓

胜持有股份被冻结以及多轮轮

候冻结，上述质押的股票虽跌破

平仓线但不会被强制平仓。

根据公告，开晓胜目前正在

通盘考虑解决股票质押及冻结

以及股份转让给四川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工

作，上市公司存在控制权变更的

可能。（崔小粟）

6月新能源汽车销售8.4万辆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7

月11日发布的产销数据显示，6月，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8.6万辆和8.4万辆， 同比分

别增长31.7%和42.9%。 1-6月，新能源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41.3万辆和41.2万辆， 同比分

别增长94.9%和111.5%。 中汽协秘书长助理

陈士华表示， 根据目前市场情况预判，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100万辆可期。

数据显示，6月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6.4万辆和6.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8.6%

和29.5%；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完成

2.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3.8%和102.0%。

1-6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1.3万辆和41.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4.9%

和111.5%。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31.4万辆和31.3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79.0%和96.0%；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10.0万辆和9.9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170.2%和181.6%。 对于下半年走势，乘

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插电混动汽车和

纯电动汽车销量料将维持在3:7的比例，

中高端纯电动汽车仍有很大增长机遇。

长城宝马合资公司将生产MINI燃油车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7月11日， 长城汽车集团副总裁赵国

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长城与宝马

的合资公司将生产MINI燃油车。 这是

MINI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 ”

7月10日， 长城汽车与宝马汽车签署

合资经营合同，二者将以50∶50比例合资

成立光束汽车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51亿

元。 合资公司的产品将不局限在纯电动汽

车领域，还包括内燃机汽车。

业内人士表示， 合资公司经营新能源

汽车在预期之中，但内燃机汽车、零部件等

超出预期。 这表明合资公司将成为宝马全

球战略重要生产基地。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透露，除了生产

宝马纯电动的MINI车型，合资公司将生产全

新的汽车品牌，首款车型将是紧凑型纯电动

SUV。 赵国庆表示，合资公司预计产能为16

万辆，将视生产计划增加生产规模。

中天科技拟收购江东电子材料

中天科技7月11日晚间公

告称，拟以自有资金40650.56万

元收购中天科技集团持有的江

东电子材料100%股权。

资料显示，江东电子材料成

立于2016年9月，主要从事高性

能超薄电子铜箔、动力锂电池精

密结构件、储能锂电池精密结构

件和汽车结构件等生产销售。

中天科技表示，通过本次收

购，将进一步扩大公司新能源产

业链优势，打造一流铜箔和结构

件的生产、研发基地，为新能源

产业和PCB产业朝着多层化、薄

型化、高能量密度化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张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