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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解禁时间

解禁数量

（万股）

最新收盘价

（元）

对应解禁市值

（亿元）

解禁类型

300760.SZ

迈瑞医疗

2019-10-16 37,753.43 180.01 68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160.SH

汇顶科技

2019-10-17 21,535.60 198.8 4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816.SH

顾家家居

2019-10-14 45,276.00 35.27 16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438.SH

通威股份

2019-10-15 92,290.16 12.92 12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11.SH

华能国际

2019-10-15 49,770.99 5.85 2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777.SH

来伊份

2019-10-17 22,680.00 12.29 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815.SZ

崇达技术

2019-10-14 14,549.57 18.95 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813.SZ

路畅科技

2019-10-14 9,000.00 26.39 2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548.SZ

博创科技

2019-10-14 4,856.00 43.23 2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550.SZ

和仁科技

2019-10-17 7,102.20 29.5 2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今年以来最大“解禁周”来临

44家公司解禁市值总额1682亿元

□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总规模接近1700亿元， 今年以来A股限售

股解禁规模最大的一周来了。数据显示，本周44

只个股迎来限售股解禁。以最新收盘价计算，合

计解禁市值1682亿元。 其中，迈瑞医疗、汇顶科

技、顾家家居和通威股份4只个股的解禁规模居

前，对应解禁市值均超过100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 部分大规模解禁个股短期

可能会受到抛压影响，但从大趋势看，A股整体

处在估值低位并逐渐驶入上行通道， 基本面仍

是决定相关公司投资价值的核心因素。

迎来大规模解禁

Wind统计数据显示，本周（10月14日至10

月20日）44家上市公司解禁股票总数为43.69

亿股。 以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总额为

1682亿元。

从2019年以来A股限售股解禁分布情况

看，共有10个解禁市值规模超过千亿元的单周，

而本周为最大市值规模解禁的单周。 从解禁类

型看， 共有22家上市公司为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解禁，14家公司为上市首发原股东股份解

禁，8家公司为股权激励限售股份解禁。

从解禁个股的具体情况看，本周迈瑞医疗、

汇顶科技、顾家家居和通威股份4只个股的解禁

市值排名居前，解禁规模均超过100亿元。其中，

迈瑞医疗于10月16日解禁发行前原股东限售股

3.78亿股，对应市值接近700亿元，在本周解禁

个股中排名首位； 汇顶科技于10月17日解禁发

行前原股东限售股2.15亿股，对应市值超过400

亿元； 顾家家居于10月14日解禁发行前原股东

限售股4.53亿股，对应市值约为160亿元；通威

股份于10月15日解禁定增机构配售股份9.23亿

股，对应市值约为120亿元。

从解禁股比例来看，7家公司解禁股占总股

本比例超过50%，分别是顾家家居、路畅科技、

来伊份、梦百合、和仁科技、博创科技、宝色股

份。 其中，解禁比例最高的是顾家家居，解禁股

数量占总股本比例达到75.23%。

除了解禁规模较大的上述个股外， 本周还

有12只个股解禁市值不足亿元，包括菲林格尔、

美诺华、远光软件、华灿光电、创维数字等。 *ST

百花、泰瑞机器解禁市值均不足千万元。 其中，

*ST百花解禁市值最低，86.7万股解禁， 参考市

值为497万元， 主要为增发A股法人股配售上

市。 泰瑞机器解禁市值530万元，涉及52.12万股

股份，为股权激励限售股。

承压整体有限

解禁“洪峰” 来临，最让市场担忧的莫过于

股价承压情况。 不过，从本周几只解禁“大户”

的近期股价表现看， 限售股解禁带来的影响尚

不明显。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A股整体向好的趋

势叠加部分个股的良好业绩表现， 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了股票解禁带来的部分抛压预期。

其中， 迈瑞医疗和汇顶科技两家公司解禁

股份合计参考市值超过千亿元。 上述两家公司

是今年以来的“牛股” ，股价连创新高之下其回

调压力备受市场关注。

2019年以来，迈瑞医疗股价一路上行。截至

10月14日收盘， 公司股价较年初上涨65.94%。

自10月11日迈瑞医疗发布限售股解禁提示性公

告以来，公司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小幅回调，累

计下跌2.71%。

值得关注的是， 迈瑞医疗10月14日发布

2019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为118.22亿元至128.5亿元， 同比增长

15%-25%，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4.76亿元至37.66亿元， 同比增长20%至

30%。 其中，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分别增长15%至25%、

20%至30%。

迈瑞医疗称，2019年1-9月公司经营规模

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主营业务核心

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新兴业务持续发力

高速增长。 同时，公司加强内部管理，经营效益

得到进一步提高， 确保了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持续增长。

汇顶科技今年以来的股价涨幅更高。 截至

10月14日收盘， 公司年初以来股价累计上涨

153.49%。 汇顶科技于10月12日发布限售股解

禁提示性公告后， 公司股价在最近一个交易日

微跌0.85%。

汇顶科技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8.87亿元，

同比增长107.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0.17亿元，同比上升806.05%。汇顶科技预

计，2019年下半年公司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年

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发生重大增

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此外， 顾家家居和通威股份这两家解禁规

模靠前的股票本周表现平稳， 本周第一个交易

日股价均小幅上涨。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影响A股定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解禁只是其

中很小的一个方面。 限售股解禁潮对于市场短

期走势可能会形成一定影响， 但考虑到当前A

股市场估值低以及上涨趋势已经形成， 因此整

体对市场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理性应对解禁

对于投资者该如何应对解禁潮的问题，业

内人士认为， 解禁股的最大下跌压力来自解禁

前的心理冲击，而非解禁后的实际抛售压力，基

本面仍是决定相关公司投资价值的核心因素。

“股票解禁和股价涨跌之间并没有固定的

联系。” 华南一家私募机构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限售股通常获取成本相对较低，解禁时

理论上减持套现的动力较高， 因此市场上容易

出现抛售预期， 导致股价承压。 但在实际操作

中， 股票解禁只是一个时间窗口， 股东何时减

持、减持多少并不确定，因此投资者没有必要对

解禁“谈虎色变” ，而是要深入分析相关公司的

内在价值，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决策。

上述业内人士同时指出， 近年来监管层推

出减持新规，上市公司主要股东的减持行为、数

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均受到严格的规则限制。

相对于解禁而言， 建议投资者更应关注重要股

东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对投资者而言，上市公司股票解禁是投资

决策必须注意的预警参考信息之一，但最终影响

投资决策的还是公司的基本面和内在价值。 ”东

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建议，投资者要加强投资

选股的专业能力，对上市公司以及所处的行业板

块深入研究，从而避免陷入短期的投机炒作中。

对于具体的投资操作，杨德龙认为，面对一

些因为股票解禁而出现较大抛压的个股， 投资

者可结合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估值情况， 深入研

究基本面。 如果相关公司本身存在被低估情况，

解禁后下跌可能带来投资机会。 如果本身估值

较高，并且解禁规模较大，那么就要尽量注意规

避其中的风险。

沪市首份三季报出炉

格力地产净利同比增近三成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沪市上市公司首份三季报出炉。 格力地产

10月14日晚披露三季报，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34.32亿元， 同比增长88.69%；净

利润为5.02亿元， 同比增长28.65%。 每股收益

0.23元。

稳健的区域性地产商

对于营收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格力地产

表示， 主要是报告期内房地产及代建收入增

加所致。 其余关键指标方面，公司期末货币资

金余额为29亿元，同比增长40.78%，主要系销

售回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为1.36亿元，同比

下降59.37%。 但公司长期应收款同比大增，高

达15.4亿元，同比大增589.76%，主要是应收

代建工程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为9.85亿元，去年同期为-13.37亿元。 预收

账款同比大增238.65%，主要是预收房款增加

所致。

三季报并未披露公司具体业务细节。 不过，

从公司半年报相关数据推测，格力地产“房地产

+代建” 业务并行的模式仍在持续，且这两项业

务在第三季度回款情况不错。 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6.69亿元，同比增长124.42%。 其中，

房地产业务实现12.55亿元营收，代建工程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12.88亿元。 这显示出代建业务已

经占据公司业务的半壁江山。

格力地产很早就开始尝试多元化。 按照公

司相关说法，形成了“房地产业、海洋经济产业、

口岸经济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金融业”

五大板块综合发展的产业格局。

房地产项目方面， 公司目前土地储备和项

目主要集中在珠海、上海、重庆等地。 从业务情

况看，公司仍是一家区域性房地产企业。 公司指

出，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只做品质不做规模” 的

发展策略。2009年公司上市时，房地产行业已高

度成熟、强手如林，公司坚持不盲目追求规模，

不强调高周转，定位“立足珠海，重点布局” ，从

未把自身定位为一家全国布局的公司。 从目前

情况看，受益于早年的低价土地，公司房地产业

务仍然保持较为丰厚的利润。

地产公司业绩分化

Wind数据显示，在申万一级分类中，目前

已经有22家房地产企业公布了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 预喜企业数量达到8家， 预喜比例达到

36.4%。 企业间业绩分化明显。

业绩表现较好的企业有荣安地产。 公司预计

前三季度实现净利6亿元至7.8亿元，同比增47.3%

-91.5%。 公司表示，心尚园、香园（三期）等项目

交付，结转收入，整体销售毛利增加致使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此外，粤宏远A、北京城

建等公司预计前三季度业绩增速居前。

同时，8家房企预计前三季度亏损。 其中，

ST银亿预计亏损额超6亿元，亏损规模居前。

“金九”失色

9月汽车销量下降5.2%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9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金九银十” 销

售旺季，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10月14日，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 ）披露，9

月份中国汽车销量227万辆，同比下降5.2%。

其中， 新能源汽车销量下降明显， 同比下降

34.2%。 分析人士指出，我国汽车产销量已连

续15个月同比下降， 其中新能源汽车连续3

个月下降。

延续下滑态势

从9月产销数据完成情况看， 与上月相

比呈现明显回升， 销量同比降幅较上月有所

收窄，但降幅依然较大，延续去年7月份以来

的下降态势。

具体数据方面，9月份，汽车产销量分别

完成220.9万辆和227.1万辆， 比上月分别增

长11%和16%， 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6.2%和

5.2%； 产量降幅比上月扩大5.7个百分点，销

量同比降幅比上月缩小1.7个百分点。1-9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9万辆和1837.1万

辆， 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1.4%和

10.3%， 产销量降幅比1-8月均收窄0.7个百

分点。

乘用车市场方面，9月，乘用车产销分别

完成186.5万辆和193.1万辆， 比上月分别增

长10.1%和16.8%，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7.9%

和6.3%； 产量降幅比上月扩大7.2个百分点，

销量降幅缩小1.4个百分点。

2019年1至9月，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507.5万辆和1524.9万辆， 产销量同比分别

下降13.1%和11.7%，销量降幅比1-8月继续

收窄。

商用车表现相对较好，9月产销均呈现

正增长。 9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4.5万

辆和34万辆 ， 比上月分别增长15.8%和

11.6%； 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和

1.9%。 1-9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07.4

万辆和312.2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1%和3.4%。

新能源汽车表现不佳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下降明显。 9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9万辆和8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9.9%和34.2%。 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万辆和6.3

万辆 ， 比上年同期分 别下降 26.1% 和

33.1%；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万辆和1.7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44.1%和38.4%。

这是继7月、8月后， 新能源汽车再次出

现月度销量下跌的情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认为， 新能源汽车销量下

滑与补贴退坡有直接关系。

目前，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售情况

与补贴政策密切挂钩。 今年6月26日，2019年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开始实施， 国家补贴标

准降低约50%，地方补贴直接退出。 2019年

补贴退坡幅度接近70%。

6月以前， 新能源汽车销量走出了一波

行情。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6月，新能源

汽车销量完成41.2万辆 ， 同比增长高达

111.5%。 但7月以后，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降

温。 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仅8万辆，比上年同

期下降4.7%， 成为近两年多来的首次负增

长。 8月新能源汽车销量8.5万辆，同比下降扩

大至15.8%。

补贴退坡对汽车生产企业而言影响很

大。“出于达到双积分要求的目的，汽车企业

仍在坚持生产新能源汽车， 但大规模生产和

促销新能源汽车的积极性有所降低。 ” 许海

东说。

许海东表示，由于国五、国六的切换，国

五车优惠的性价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也有

一定冲击。不过，类似于限购放开等刺激性政

策有望在相关省市进一步落实， 或推动今年

后几个月新能源汽车的销售。

多家车企承压

9月产销快报显示， 多家车企出现销量

下滑。

上汽集团9月销量55万辆， 同比下降

9.94%；1-9月累计销量441.4万辆，同比下降

14.23%。长城汽车9月销量10万辆，同比增长

15.33%；1-9月累计销量72.41万辆， 同比增

长7.01%。 比亚迪9月销量4.07万辆，同比下

降14.99%；1-9月累计销量33.58万辆， 同比

下降4.49%。

新能源汽车销量方面， 北汽新能源汽车

9月销量10009辆，同比下降13.4%。长安新能

源汽车9月销量仅为965辆，同比下降87.2%。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9月销量13681辆，同比下

降50.97%。

值得关注的是， 重点企业市场集中度

有所提高。 1-9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1651.8万辆， 占汽车

销售总量的89.9%， 比上年同期高1.1个百

分点。

对于车企所承受的压力，许海东称，自主

品牌应该进一步认清市场，补齐短板，选好自

己的战略站位。

部分解禁市值较大公司情况

325家创业板公司三季报预喜

□

本报记者 董添

截至10月14日晚10时，546家创业板上市

公司披露了三季度业绩预告，325家公司预喜，

预喜率达到59.52%。

多因素助力净利增长

已发布业绩预告的创业板公司整体保持

较高的盈利性。 在上述三季度业绩预喜的325

家公司中，略增170家，扭亏30家，续盈20家，

预增105家。

净利润规模方面，202家创业板公司预计

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超过1亿元，58家公司预计超过3亿元，29家

公司预计超过5亿元，12家公司预计超过10亿

元。 预计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居前的上市公司有温氏股份、迈瑞医

疗、智飞生物、乐普医疗、东方财富、汤臣倍健等。

净利润增长率方面，310家创业板公司预

计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140家公司预计

超过50%，83家公司预计超过100%。 星徽精

密、远方信息、朗新科技、安利股份、银江股份

等公司预计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00%。

梳理发现，行业持续回暖、经营规模不断

扩大、产品毛利率提升、投资收益水平提升，是

上述创业板上市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

原因。 不少公司涉及多重因素。

以亿联网络为例，公司预计2019年前三季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3亿

元至9.95亿元， 同比增长40%至50%。 报告期

内，公司业务发展良好，营业收入保持较好增

长； 主要产品在市场上仍然保持较强的竞争

力，产品售价保持稳定，受汇率及产品结构优

化等因素影响，毛利率有一定提升；公司加强

资金管理，维持稳定的投资收益水平。 预计报

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约

9200万元。

部分行业景气度上行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畜牧业、计算机通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物医药业、化工业、

食品饮料业等行业所属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

业绩增幅均居前。

畜牧业方面，受益于行业周期回暖，温氏

股份、立华股份两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超过10亿元，盈利能

力显著增强。 其中，温氏股份预计前三季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59.5亿元

至61.5亿元，同比增长105.18%至112.08%。 报

告期内，肉禽市场行情较好，公司积极发展养

禽业务，实施增加投苗等措施，实现了扩产增

量增效。 公司养猪业务收入及盈利同比上升。

计算机通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方

面，受益于5G商用加速落地，产业链相关公司

业绩表现亮眼。 以弘信电子为例， 公司预计

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36亿元至1.62亿元， 同比增长55%

至85%。 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

报告期内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出货量持续增

长。 伴随5G换机潮、OLED柔性屏占比提升、

FPC国产替代进程加速、车载FPC需求快速涌

现等市场机遇的爆发，公司的重要战略发展机

遇已来临。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这些行业的高景气具备一定持续性。 其中，医

药、食品饮料、计算机、通信电子预计持续时间

更长，主要受益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升级。

警惕炒作风险

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走势表现亮眼 。

Wind数据显示，创业板指数从年初的1228.77

点一路反弹，截至10月14日收盘，收报1679.38

点，涨幅达到36.67%。

部分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后，股价上

涨明显。 以蓝思科技为例，公司10月11日晚公

告，预计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87亿元至11.17亿元， 同比增

长2.05%至4.9%。 其中，第三季度预计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3亿元至12.73

亿元，同比增长105%至110%。10月14日，公司

股价开盘一字板涨停。

不过，盛天网络10月11日、10月14日股价

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公司10月14日晚发布前

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0万元至3500万

元，同比下降33.05%至46.44%。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表示，针对业绩

预增幅度较大、 盈利能力超预期的上市公司，

三季报行情炒作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投资

者须密切关注相关上市公司三季报预告情况，

分析估值是否合理。 如果业绩不达预期，可能

会出现较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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