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ST

ST

最新股价低于

1.2

元的“准仙股”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证券

简称

ST 锐电

*ST 凯迪

*ST 欧浦

*ST 庞大

*ST 信威

*ST 飞马

ST 中南

ST 天宝

收盘价

（元）

1.00�

1.05�

1.06�

1.07�

1.09�

1.11�

1.11�

1.17�

年内

涨跌幅（

%

）

-9.91�

-13.22�

-72.75�

-23.57�

-92.53�

-69.75�

-43.37�

-54.12�

最新总市值

（亿元）

60.31�

41.26�

11.19�

69.96�

31.87�

18.35�

15.64�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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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鹏起升“仙” 股价年内跌去七成

目前还有75家公司股价低于2元

□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A股市场仙股队伍又多了一员。 昨

日，*ST鹏起跌停，报收0.95元，正式升

“仙”。 公开资料显示，由2018年年报被

非标触发股价连续跌停开始，叠加实控

人涉嫌内幕交易被刑拘、公司资金被占

用、违规担保等多个负面消息，*ST鹏起

年内股价已经跌去超七成，市值由61亿

元跌剩16亿元。

在本周二，*ST华业跌停后股价报

0.86元， 触发连续20天收盘价低于1元

的面值退市规则， 成为第7只面值退市

股。 如*ST鹏起在随后的20个交易日不

能返回至1元面值之上， 则可能成为第

八只面值退市股。 而Wind数据显示，根

据昨日的收盘价， 目前A股所有上市公

司中，有75家公司股价低于2元，其中包

括ST锐电等8家公司股价还低于1.2元。

这些“准仙股”在退市边缘连续徘徊，为

了自救采取了回购、高管增持等措施。

“仙股”队伍再添一员

昨日，*ST鹏起股价大幅低开

后继续快速下行并触及跌停，期

间资金几度撬板， 但无奈抛单持

续涌入， 午后封死跌停。 截至收

盘，*ST鹏起跌5%，报收0.95元。盘

面数据显示，截至收盘仍有3.71万

手的跌停卖单将其死死摁在跌停

板上。 而昨日全天，

*ST鹏起全天成交

额仅17.55万元，换

手率为2.06%。

*ST鹏起的“仙

股” 之路还要从今

年年初开始说起。

今年4月底，*ST鹏

起披露的年报被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非

标意见。 随后在复牌之后，*ST鹏

起连续遭遇了19个“一” 字跌停

板， 股价一路由6.12元跌至2.32

元。

然而事情远不止年报被非标

那么简单。 7月8日， *ST鹏起公

告称， 公司实控人、 董事长张朋

起涉嫌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

罪， 被丽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此外， *ST鹏起还存在公司资金

被非法占用、 实控人违规担保

等。 在9月最新一期风险提示中，

*ST鹏起坦言， 2018年1月以来，

公司因发生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批的担保事项涉诉讼，

累计担保金额15.82亿元。 上述

诉讼导致公司及子公司洛阳鹏起

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查

封， 违规担保目前尚未解除， 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截至2019年8月末， 经核查发现

存在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7.47亿

元， 占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的公司净资产71.7%， 占用资金

目前尚未归还， 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

违规担保和资金被非法占

用， 也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

效应。 目前，*ST鹏起重要的军工

业务子公司洛阳鹏起受上市公司

违规担保、 债务违约引发系列诉

讼影响， 股权和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以及资金被实控人占用，导

致资金紧张， 正常生产经营受到

较大影响， 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为-2894.75万元， 较上年同期

下降122%。 另一家军工业务子公

司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由于受股权冻结等因素影响，

经营业绩也出现下滑， 今年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为-65.75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106%。

受多个负面消息所累， 年初

至今，*ST鹏起股价跌幅已经高

达73.54%， 公司市值也由61亿元

缩减至16亿元。

面值退市股第七股确认

成为“仙股” 之所以被市场

关注， 是因为连续 20 天收盘价

低于面值 1 元， 将触发面值退市

规则被强制退市。 本周二， *ST

华业以跌停价开盘， 全天股价被

牢牢按在跌停板， 收盘时卖盘仍

堆积了 188.75 万手。 至此， *ST

华业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 1 元， 成为第七只触发面值

退市规定的股票。 当晚， *ST 华

业也发出公告， 表示自 11 月 13

日起停牌， 15 个交易日内， 上

交所将确定是否终止公司股票

上市的决定。

*ST华业的“雪崩”与“萝卜

章”事件有关。去年9月，因收购回

来的应收账款出现逾期，*ST华

业追债小组对债务人进行了现场

走访， 然而债务人不仅否认债务

的存在， 还表示债权相关公章系

伪造。 当时， 百亿应收债务遭遇

“萝卜章”的消息传出之后，不仅

导致其股价在二级市场连续暴

跌， 甚至还引发了控股股东质押

股权爆仓、 公司出现债务危机和

流动性危机等。

自2018年年底A股“面值退

市”第一股中弘退出现之后，今年

面值退市股陆续而来。 记者梳理

发现，雏鹰退、华信退、印纪退、退

市大控、*ST神城等5家公司也同

样因此拉响退市警铃。 其中雏鹰

退、华信退分别在10月16日、11月

1日摘牌；印记退、退市大控则分

别于今年10月18日、10月28日进

入退市整理期。 此外，*ST神城也

于10月30日触发面值退市规则，

与*ST华业一样， 正等待交易所

的决定。

“准仙股”各显神通忙自救

Wind数据显示，按照昨日收

盘价，A股市场共有75家公司股

价低于2元， 其中ST锐电、*ST凯

迪 、*ST欧浦 、*ST庞大、*ST信

威、*ST飞马、ST中南、ST天宝等

8家公司股价低于1.2元。 具体来

看，ST锐电、*ST保千、*ST凯迪

最新收盘价分别只有 1.00元、

1.04元、1.05元，是名副其实的“准

仙股”。

在强烈“求生欲” 的支配

下， “准仙股” 们使出了十八

般武艺， 纷纷开启自救模式。

11月5日， ST锐电发出回购预

案， 称公司计划花费1500万元~

3000万元的自有和自筹资金回

购公司股份， 回

购价格不超 1.05

元/股。 ST锐电表示， 若以价格

上限计算， 全额回购情况下， 预

计可回购股份不多于2857.14万

股， 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

的0.47%； 不少于1428.57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24%。 这一议案将在11月21日

的股东大会上审议。

与此同时，*ST信威11月7日

也发出公告， 表示拟与海内外大

型投资机构和电信运营企业等发

起设立5G基金，规模暂定75亿美

元。 公司计划以运营商归还的欠

款以及被银行履约的保证金合计

约26亿美元作为出资投入基金，

出资完成后，公司在5G基金的份

额比例约为34.7%。 俄罗斯等6个

已使用信威设备的国家将作为

5G基金首批目标投资试点国家。

当晚，上交所火速下发问询函，要

求*ST信威说明出资是否真实可

靠， 是否已就还款事宜与各方达

成还款共识。 对于海外项目存在

担保履约、应收账款减值等风险，

上交所也一一进行了问询。目前，

*ST信威未有回复交易所问询

函。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杨

德龙表示， 现在是由基本面决定

的行情， 价值投资是主流的投资

理念。对于一些业绩下滑、特别是

突然“爆雷”的公司，一定要敬而

远之，防止出现较大的投资亏损。

只有做好公司的股东， 才能够让

投资更省心， 才能够抓住市场机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