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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净减持金额400余亿
中电兴发于9月 27日发布公告，披露在9月

24日～9月26日期间，公司第一大股东瞿洪桂集
中减持公司股票395万股，涉及金额约2941.49万
元。实际上，中电兴发只是9月份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及高管积极减持公司股票的一个缩影。

据记者梳理，截至9月27日，已有637家上市
公司在本月发布了重要股东或高管减持公司股票
的公告，减持股票总计约40.53亿股，净减持金额
约431.85亿元。就净减持金额而言，已远超7月
份295.72亿元的数据，创年内单月最高纪录。其
中仅万科A便在本月被高管赵刚以及大家人寿减
持了 2.58 亿股，净减持金额高达 6.94 亿元。此
外，兆易创新、延安必康、美锦能源、金域医学也
都在9月份遭遇了10亿元以上的净减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9月份实施减持的上市公
司重要股东或高管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清仓减
持。以强力新材为例，该公司原第三大股东长安
投资1012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在9月9日
～9月18日期间连续卖出公司股票270.97万股。
完成此笔卖出操作后，长安投资1012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已不再持有强力新材股票。除了强
力新材外，天瑞仪器、东宝生物、初灵信息、沃尔
核材、蓝盾股份、深天地A等47家上市公司，也都
在9月份遭遇了重要股东或高管的清仓减持。

四季度A股解禁压力骤升

9月份的A股市场创出了年内单月减持金额最
高纪录，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四季度，A股市场的减持
压力是否会降低呢？目前看来，情况不容乐观。

记者统计，截至9月27日收盘，沪深两市已有
332家公司明确将在四季度进行限售股解禁，相
关限售股解禁总规模高达 660.48 亿股。以 9月
2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合计约9339.39亿元，
解禁市值规模为年内单季度最高。其中10月份
解禁180.67亿股、解禁市值3237.75亿元；11月份
解禁261亿股、解禁市值2967.21亿元；12月份解
禁218.8亿股、解禁市值3134.43亿元.

就具体公司而言，上海银行将在11月8日解
禁74.52亿股限售股，上海银行也就此成为四季度
限售股解禁量最高的公司。此外，中国人保、杭州
银行、天风证券、韵达股份、长城证券、申通快递
等上市公司在四季度的限售股解禁规模也都在
10亿股以上。不过若以解禁市值排行，四季度限
售股解禁压力最大的个股当属迈瑞医疗。该公司
将在10月16日解禁3.78亿股，以其189.84元/股
的最新价测算，迈瑞医疗10月份的解禁市值高达
717.6亿元。汇顶科技、长城证券、杭州银行、山东
黄金、上海银行、中国人保、韵达股份、申通快递
等上市公司，在四季度的解禁市值也都超过了
100亿元。

就解禁限售股类型看，四季度解禁限售股主
要集中在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领域，其解禁规模
合计达到377.77亿股；其次是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其解禁总量约263.5 亿股；另外，股权激励
限售股份、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股权分置
限售股份等类型的解禁限售股也占了相当比例。

部分解禁股公布减持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A股市场将在四季度迎
来年内限售股解禁高峰之际，部分将在四季度有
限售股解禁安排的上市公司已迫不及待地公布了
重要股东或高管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以天源迪科为例，该公司有2084.99万股定向
增发配售股定于10月18日解禁，其公司高管在9
月3日已提前宣布减持计划。此外，日月股份、润
达医疗、华立股份、城投控股等27家已确定将在
四季度进行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也都在9月
份提前公布了重要股东或高管减持公司股票的计
划。

除了已提前公布了减持计划的上市公司外，
在四季度有限售股解禁安排的上市公司中，还有
部分公司2019年的中报业绩不佳。比如中通国
脉将在11月18日、12月 2日解禁约5710万股的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以及首发原始股东配售
股，而中脉国通在今年上半年遭遇了业绩下滑
32.31%的尴尬。中石科技、中粮科技、长江润发、
宇晶股份等45只上半年业绩负增长的个股，也均
在四季度有限售股解禁安排。

三类解禁股减持风险高
五矿证券投资顾问龚科认为，限售股解禁本

身并不会对 A 股市场的运行造成影响，但限售股
解禁之后相关股东的减持套现，却会加剧市场资
金供给失衡，引发个股股价下调。特别是经过 8
月下旬以来的反弹行情后，市场整体估值有所上
升，这无疑会刺激持股成本普遍偏低的限售股股
东，在解禁窗口打开后尽快将纸面富贵转为真金
白银。另外，年底也是金融机构资金考核时间窗
口，资金面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紧张，这也可能刺激
限售股解禁股股东加大套现力度。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谭飞则表示，账面收益的高
低是决定限售股持股股东在解禁后是否会迅速减持
套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投资者对于8月份以
来股价涨幅较大、动态市盈率较高且在四季度有限
售股解禁安排的个股要特别留意。其次，对于缺乏
明确成长性、2019年中报业绩增速低于市场预期且
缺乏亮点的个股，投资者也应尽量回避。这类个股
由于缺少成长预期，很难吸引解禁股股东长时间持
有。第三，从A股市场的历史经验看，在限售股解禁
后，财务投资者比战略投资者减持概率更大；相对于
机构产业资本股东，自然人股东套现的力度更为强
烈。因此，对于那些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较大、解禁
限售股性质属于股权激励限售股份以及定向增发机
构配售股的解禁股，投资者在近期要格外警惕。

在富贵鸟被取消上市地位后，另一鞋王达
芙妮国际（00210.HK）的困境，也让市场唏嘘
不已。9月 27日，港股达芙妮国际股价突然
大幅下滑，跌幅一度超47%，创出12年来最大
跌幅。而从业绩来看，达芙妮已连亏4年，亏
损总额已超过了市值。

股价一度暴跌超47%

9月27日，港股达芙妮国际午后股价突然
出现断崖式下跌，跌幅一度超47%，创出12年
来最大跌幅。当天，截至收盘，达芙妮国际跌
36.84%，每股报0.3港元，市值仅4.95亿港元，
较巅峰时期蒸发97%。

而就在前一日，达芙妮国际尾盘直线拉
涨，一度暴涨28%，盘中高见0.48港元，创近
一年新高。达芙妮国际股价暴涨，源于一则
人事调整的消息。9月 26日，达芙妮国际发
布公告宣布韩炳祖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核委员会主席、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
成员，自2019年9月25日起生效。

然而在暴涨之后的第二天，达芙妮国际
就把涨幅连本带利地吐了出来。分析人士
指出，或许与前一日获利盘资金巨额抛盘有
关。

事实上，达芙妮国际股价在2012年4月升
至 11.172 港元峰值后，就一路下挫。特别是
2014年底以来，股价都是走下坡路。今年7月
9日，达芙妮国际曾探至0.15港元的低点。

业绩下滑连亏4年

股价不给力，与达芙妮接连亏损的业绩不
无关系。达芙妮成立于1987年，1995年在港
交所上市。在业绩最好的时期，达芙妮1年能

卖出 5000 万双女鞋，市场占有率近 20%，曾
获封“大众鞋王”的称号。

然而，从2013年开始，达芙妮营收年年下
降。2015年以来，达芙妮业绩陷入亏损泥潭，
且亏损幅度逐渐扩大。达芙妮国际于9月10
日披露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4.13亿
港元，同比大幅下降37.79%；净利润亏损3.9
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亏 4.93 亿港元有所收
窄。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达芙妮国际在
4年半时间共亏损28.78亿元人民币，亏损总
额已接近其市值的 6.5 倍；公司实体店仅剩
2075家，较高峰时期关闭了4327家店，降幅
67.59%，平均每天关闭2.6家店。

休闲鞋王者的接连“陨落”

事实上，在休闲鞋这个行业，达芙妮的困
境并不是个例。就在上个月，另一“鞋王”富
贵鸟才被取消了上市地位。

富贵鸟于2013年赴港上市，上市前三年，
其营收和净利润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然而
从2015年开始，其营收和净利润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滑，直至2017年上半年，净损失约
为1088.45万元。眼看业绩持续下滑，2016年
9月，富贵鸟宣布停牌。这一停，便是三年。
此后富贵鸟根据破产重组的进度安排复牌计
划，但都无疾而终。

8 月 12 日，富贵鸟发布公告称，联交所
于 8 月 9 日向公司发出函件，告知公司股票
最后上市日期为 8 月 23 日，而股份上市地
位将于 8月 26日上午 9时起取消。停牌前，
富贵鸟股价报 3.88 港元/股，总市值 51.89 亿
港元。带着一身债务，富贵鸟黯然退出资本
市场。

事实上，近几年，达芙妮、富贵鸟等鞋企
业绩下滑，净利润亏损严重。但运动鞋巨头
安踏、李宁、耐克和阿迪达斯2018年的大中华

市场收入却在不
断增长。其中，
据也曾巨亏 30
亿的李宁财报显
示，今年上半年，李宁营收达
62.55 亿元人民币，较2018年
同期上升 32.7%；权益持有人
应占溢利为7.95亿元人民币，
同比上升196.0%。

有数据显示，李宁和安踏之所以能打漂亮
的“翻身仗”，与市场的喜好离不开关系。而富
贵鸟和达芙妮，却没有搭上“运动”这一趟快车。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休闲鞋市场的三巨
头，除了达芙妮、富贵鸟，还有百丽。2017年
7月，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1880.HK）宣布
退出港交所。然而，9月 8日，百丽国际运动
业务线、旗下全资子公司滔搏国际通过港交
所上市聆讯。这意味着，百丽凭借着运动业
务又回来了。

达芙妮股价断崖式下跌 又一鞋王要“陨落”？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谢聘

上周中国股市震荡走低，尤其是上周三
上周四一度出现结构性抛售狂潮，上周五虽
然普涨但是11点后无力继续上攻，令短线形
势扑朔迷离。那么，国庆长假前后，市场将何
去何从呢？昨日，证券人士针对市场中的一
些现象进行了技术分析。

商报记者：上证指数 500 天线曾经是导致
3478 点长期大顶的重要阻力。今年 3 月份以
来，500 天线一直是多头的拦路虎，几乎每次
多方干掉 500 天线后不久都遭遇了空头的狙
击。不过从空头的打击力度来看，似乎是一
次比一次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上
证指数将有效突破500 天线大关呢？

申万宏源重庆分公司高级投顾何武：“上
证指数受阻于500天线后的回调力度之所以
逐级递减，是因为突破500天线前的上涨力
度也在不断降低，没有大涨就很难大跌。图
形上看，60天线向下交叉90天线，对后市影
响偏负面，但从上周五的量能来看，基本上回
到了6月份以来的较低水平，又决定了短期深
跌的可能性不大。整体来讲，2900点平台应
该不会像今年3月一样被一次性击穿，可短期
反弹的空间也很难有效打开。所以，我们给投
资者的建议是低于20%的仓位过节即可。”

商报记者：深证成指在 60 天线交叉 120
天线的第 2 个交易日也就是上周五收出了一
根缩量的小阳线，并且这根小阳线与上周四
的大阴线形成了“孕线”组合。这种形态是否
意味着多方有望重启升势呢？

富鼎资管经济学家李维夏：“深证成指在
今年6～8月构筑了一个‘双底’形态。因此，
上周深证成指跌到颈线位附近，不仅没有惯
性下跌，而且还收出了‘孕阳线’，意味着短期
具备继续上行的能力。对此，我们重申这半
年来的观点，那就是只要科创板不出现失控
式下跌，则深证成指不会暴跌。”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凌天亮

虽然近期 A
股 市 场 有 所 波
动，但就整体而
言，A股市场在9
月份的表现仍较
为积极，不过却
在相当程度上刺
激了上市公司重
要股东及高管的
减持。有数据显
示，9月份A股市
场的净减持金额
已创下年内月度
新高，不少个股
拉高诱多后即抛
出减持，套牢投
资人，如天泽信
息、中青宝等，而
在即将到来的四
季度，A股市场又
将迎来一波限售
股解禁高峰，减
持 压 力 不 容 小
觑。

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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