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邹锦强 美编/本版制图：余永康 校对：段丁

时时财经

Real_time finance&economics

叠

B

发

财

狮

子

2019.1.9��星期三

重新上市第一股大跌23%

ST长油回A首日两次临停，全天交易仅7分钟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艳

首只重新上市股 ST 长油“开门不利”，昨日开盘大跌近 35%，并

两度触发临停，全天交易仅 7分钟，市值一日蒸发 50亿元。截至收盘，

ST长油报 3.31元，跌 23.20%。 信息时报记者注意到，ST长油在股转

系统终止转让前曾有大笔资金不断流入，ST 长油重新上市首日大跌

可能使这些高位接盘的资金遭到闷杀，不过 ST 长油退市前买入的抄

底资金则仍然可以大赚一笔。分析人士建议短线投资者注意资金博弈

带来的股价杀跌风险，而中长线则存在一定投资机会。

重新上市前介入资金或遭闷杀

根据交易所规则，ST 长油重新

上市首日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

开盘参考价为 4.31 元/股， 同时代码

变更为 601975。股票盘中交易价格较

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10%、单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20%的，需

要临时停牌。 昨日，ST 长油开于 2.81

元， 开盘即暴跌 34.8%， 首单成交

4129 万元。 开盘仅一分钟后，即 9 点

31 分时，ST 长油跌幅虽有所收窄，但

仍下跌高达 28.31%，因此被上交所临

时停牌，停盘时间为半小时。

10 点 03 分恢复交易后，ST 长油

低开高走跌幅收窄，但因盘中交易价

格较开盘价上涨超 20%，再度触发临

时停牌。 根据规定，ST 长油第二次停

牌时间将持续至 14 时 57 分。 收盘前

最后 3 分钟的交易时间里，ST 长油

股价再度走低，截至收盘，报 3.31 元，

跌 23.20%。也就是说，ST 长油全天的

成交时间一共仅 7 分钟， 换手率仅

9.5%， 成交额为 5.71 亿元。 据了解，

ST 长油重新上市前总市值为 216.49

亿元，昨日总市值已缩水 50.22 亿元，

至 166.27 亿元。根据公告，ST 长油重

新上市次日起， 即 1 月 9 日开始，股

价的日涨跌幅限制将调整为 5%。

ST 长油在股转系统的简称为长

油 5， 其股票是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

开市起暂停转让。 同花顺数据显示，

2017 年 1-2 月份长油 5 在暂停转让

前交易活跃， 一度成交放量。 长油 5

在 2017 年以前大部分日成交额不足

1000 万元， 而 2017 年 1 月起成交额

基本维持在 1000 万元以上， 其中 2

月 14 日、2 月 15 日和 2 月 17 日单日

成交额更是突破 1 亿元， 最高达到

1.75 亿元。 在资金不断买入的拉升

下， 长油 5 的股价也从 3 元左右，上

涨到终止交易前的 4.31 元。

退市前买入浮盈近 3倍

不过，对于在ST长油退市前抄底

的资金来说， 即便ST长油首日大跌，

仍然可以大赚一笔。 2014年6月初，长

航油运因连续四年亏损，成为轰动一

时的“央企退市第一股”。 退市前，ST

长油的股价从20元最低跌到了0.68

元， 随后虽然有抄底资金陆续买入，

但直到退市时最高价也不过0.83元。

如果以此成本计算，昨日ST长油收报

3.31元， 该部分抄底资金浮盈高达

298.80%。

值得一提的是， 多位知名“牛

散”、 私募也曾参与ST长油退市前的

抄底大军。 2014年半年报显示，ST长

油进入退市整理期后，知名“牛散”徐

翔分别用徐翔、其父亲徐柏良、母亲

郑素贞、 配偶应莹4个账户各买入ST

长油550万股， 分列第六至第九位股

东。 徐翔家族四人合计持有2200万股

长油。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徐翔妻子

应莹2018年11月回应称2200万股数

量并未改变，成本价格在1元以下。不

过，徐翔家人及徐翔父母名下的银行

账户和资产，以及股权和房产都被查

封和冻结。若按照退市和重新上市前

后的收盘价计算，徐翔也已经“躺赢”

5478万元。 此外，“重组牛散”蒋炳方、

“ST股专业户”陈庆桃、知名“牛散”王

东武曾在退市整理期期间均大额买

入。

目前，徐翔家族等人已经退出ST

长油前10大股东名单。 据《ST长油重

新上市报告书》披露，截至年2018年

12月28日，ST长油股东户数总计为

11.89万户， 其中前十大股东持股

29.67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9.04%。

除控股股东长航集团外，位列前十大

股东的还有中国建设银行江苏分行、

中国银行江苏分行、中信银行南京分

行及平安银行等金融机构，上述金融

机构是在2014年下半年通过债转股

以2.30元的价格进入上市公司。 以第

二大股东中国建设银行江苏分行为

例，其2014年底持有的ST长油股票数

量至今没有变化，以当时债转股的价

格计算，如今浮盈3.92亿元。

多方资金博弈短期或续跌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晖向信息

时报记者表示， 一般来说，ST 长油重

新上市应该会像“炒新”一样首日实现

大涨， 昨日的低开高走可能是资金博

弈的结果。目前 ST 长油处于三方资金

的博弈中，一方是退市前的抄底资金，

该部分资金因成本较低或急于卖出获

利；一方是 ST 长油重新上市前在股转

系统买入的资金， 该部分资金因为高

位接盘如今被套， 现在除非拿出更多

的资金自救，否则将面临“割肉”；还有

一方则是准备接盘的新进资金， 该部

分资金可能会等待前两方资金博弈结

束，退出 ST 长油后才会选择接盘。

但由于昨日 ST 长油全天的交易

时间仅 7 分钟，换手率不足 10%，各方

资金的博弈接下来可能仍将继续一段

时间。 徐春晖认为，短期内 ST 长油的

股价很可能继续下跌， 新进资金需要

时间慢慢买入， 吸纳足够的筹码才会

选择拉升股价。 对于投资者来说，短线

操作或难获利， 不过买入可能会有中

长线的投资机会。“ST 长油现在的股

价只有 3 元左右，如果遇到大盘不好，

很有可能跌到 1 元以下， 那么又将面

临退市风险， 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

性不大。 ”

为了稳定重新上市后的股价，ST

长油控股股东长航集团承诺， 重新上

市后 6 个月内，若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 4.31 元的 50%， 即 2.15

元， 长航集团持有的长航油运股票锁

定期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与此同时，ST

长油的实控人招商局集团还承诺在重

新上市后，推动 ST 长油在满足相关法

规后的 12 个月内实施股份回购方案，

回购方案中公司回购股份注销减资的

资金应当不低于股份回购方案公告当

年前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的

30%。

ST长油重新上市历程

2010

年

~2012

年， 长航油运因连

续三年分别亏损

2460

万元、

7.49

亿元、

12.38

亿元， 于

2013

年

4

月

21

日被暂停

交易 。

2013

年 ， 长航油运继续亏损

59.19

亿元， 触发连续四年亏损的退

市红线， 于

2014

年

6

月

5

日被退市，收

报

0.83

元。 长航油运进入股转系统成

为长油

5

。

2013

年， 长油

5

即实施了破产重

整，剥离了最大亏损源

VLCC

船舶（超

大型油轮），减少了巨额债务负担。在

未改变主业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

逐步改善和恢复了持续盈利能力。此

外，公司与金融债权人共商通过破产

重整的形式实施债转股。

2015

年

-2017

年， 公司归属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6.28

亿、

5.60

亿、

4.11

亿。

2018

年

6

月

4

日，长航油运向上交

所提交了重新上市申请。

2018

年

11

月

2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委员

会的审议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 ，决定

同意长航油运股票重新上市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