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只“1元退市股”锁
定，新年以来50多家公司
密集警示退市风险……

落地仅两个多月，“史
上最严”退市新规已经开
始发威。针对“出口关”的
制度完善，究竟能帮助 A
股扫出几多“雷”？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 扫出A股几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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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纷纷走高 投资者注意哪些风险？ 张大千国画首拍流标
起拍价高达800万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首只“1元退市股”锁定
50多家公司提示风险

2月 22日，*ST宜生股价已连续第20个交
易日在1元以下徘徊，将成为退市新规下首只
触及“1元退市”交易类指标退市的个股，且没
有退市整理期。

除了首只“1元退市股”，2021年以来还有
50 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向投资者提示退市风
险。其中，仅1月 30日就有 30多家公司同步
发布关于可能被实施或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提示性公告。

警示退市风险的公司中，除了“披星戴
帽”的 ST 家族，也包括了不少新面孔。西域
旅游 1 月 28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称，经公司财
务部门测算，预计 2020 年度扣非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85 万元至-6185
万元，预计营业收入为 4900 万元至 5080 万

元。根据退市新规，若公司 2020 年
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

收入低于 1 亿元，公司 A 股股
票将在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值得注意的是，
西域旅游发布上述公告时，距
其登陆创业板尚不足半年。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
“入口多元”匹配“出口畅通”

2020年最后一天，沪深证券交易所退市新
规正式落地。体现注册制基本理念，新规着重
建立与“入口多元”匹配的“出口畅通”。

退市新规对原有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重
大违法类等四类强制退市指标逐一进行了完善，
包括将原“面值退市”的交易类指标修改为“1元
退市”，同时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
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财务类退市标准
采用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的组合指标；规范类
指标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
不改正，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年报不保真
且限期内不改正两类情形；重大违法类指标完善

“造假金额+造假比例”退市标准。
财务类指标全面交叉适用打击规避退市，

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全面优化指
标体系的同时，退市新规强调严格退市执行、
提高退市效率，以坚持“应退尽退”被各方冠以

“史上最严”。
对于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新中国证券市场而

言，新陈代谢机制失灵一直是其难言之痛。标准
不可谓不严，但总有一些公司通过粉饰报表、突击
重组侥幸“过关”；执行不可谓不力，但冗长的退市
流程依然令A股市场滋生“死而不僵”的怪相。

万得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末A股市场先
后有127家公司退市。剔除证券置换、私有化、
吸收合并等情形后，因触及各类指标而退市的
公司仅为80家。

A股市场几多“雷”？
扫一扫更健康

“最严”新规之下，A 股市场究竟有几多
“雷”？

除*ST 宜生外，截至 22 日*ST 成城收报
0.72元/股，连续18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
即使未来两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无法摆脱退
市命运。此外，还有多只个股在“1元退市”生
死线上方徘徊。

新年以来发布退市风险警示的50多家公
司中，大多预计 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
且“营收低于1亿元”，从而触及相关组合退市
指标。以往每到年关便纷纷上演的突击交易
规避退市，将因“财务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
标交叉适用”偃旗息鼓，意味着未来可能有更
多公司踩中“红线”。

万得统计显示，2020 年至今 50多家上市
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包括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操纵证券市场等情形。123家公司近
一年信息披露、运作存在重大缺陷。预计其中
部分公司将因触及规范类或重大违法类指标
而退市。

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战略发展研究部首
席经济学家周荣华看来，作为资本市场的两大
基础性制度，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和注册制改
革首尾呼应，将在拓宽入口的同时，通过“扫
雷”畅通出口。“A股‘不死鸟’现象终成历史，
将助力中国资本市场构筑更健康生态。”周荣
华说。 据新华社

近期，比特币刷新价格新高，最高涨到
5.7万美元，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以太坊突
破 2000美元关口。与此同时，以币安为代
表的平台币及DeFi项目(一般是指基于智能
合约平台构建的加密资产、金融类智能合约
以及协议)全面上涨，连续突破新高，平台币
均涨幅均超200%。

加密货币纷纷走高，也吸引了更多投资
者入场，但专家提醒此类密码资产是复杂的
创新领域，价格的预期成分较大，价格波动
和价格泡沫也会比较大，风险属性非常高且
其本身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也非常高，新的投
资者不宜重仓、也不是个人散户所适合投资
的标的。

供不应求，加密货币暴涨

进入2021年，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
迎来暴涨。上周末，比特币价格一度突破5.7
万美元一枚，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而在10
年前，加密货币的总市值也才为10亿美元。

一样迎来暴涨的还有整个市场，以太坊
突破 2000美元，市场上一些主流平台币均
出现大幅上涨且创下价格历史新高。在最

近三个月时间里，包括火币的 HT、币安的
BNB、以及OKEx的OKB等多个平台币在3
个月内价格翻倍。

“此轮暴涨的大背景是经历了 2018-
2019年大熊市和2020年调整复苏之后，密
码资产市场的大牛市已经启动。”重庆工商
大学区块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昌用表示，
牛熊周期是此次加密货币上涨的主要原因。

他进一步分析，推动本轮牛市的三个重
要因素是比特币减半、DeFi 和金融机构入
场。比特币减半带来持续的供不应求，DeFi
创造了极大降低交易费用的新金融模式，金
融机构陆续入场带来持久的大规模新资金。

“平台币此次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
是转型，DeFi作为完全竞争市场的主体，尽
管对交易所原有商业模式带来巨大冲击，但
交易所迅速转型DeFi，并转化原有用户资源
到DeFi生态，从而分享了DeFi创新红利，直
接后果是平台币大涨。”刘昌用说，这个现象
值得传统金融领域深思。

风险较高，投资者需谨慎

上游新闻专家顾问江瀚表示，比特币的
风险是绝对存在的，作为一种数字资产，比
特币它的风险属性是非常高的，而且其本身

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也非常高，市场上绝大多
数的比特币被少数的账户控制着，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比特币具有非常明确的坐庄属
性，有大的庄家在比特币中坐庄，所以自然
导致了比特币本身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性会
非常大，当前如果你手上有比特币的话，那
么在市场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存在
的风险，避免急涨暴跌所带来的损失，对于
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高风险的资产实际
上并不是个人散户所适合投资的标的，一定
要注意其中的风险。

刘昌用说，目前，本轮牛市大概处于中
前期。尽管如此，密码资产是复杂的创新领
域，价格的预期成分较大，价格波动和价格
泡沫也会比较大，投资者应当具备充分的投
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新的投资者不宜
重仓，尽量不要炒短线。”他说。

回归到未来发展，加密货币要想真正应
用起来，还需时间。刘昌用说，目前的密码
经济的热点仍然集中在金融领域，核心是密
码货币交易及相应衍生金融形态。密码金
融（包括密码货币、token、defi）还没能融入
到全球经济，融入的难点在于去中心化的经
济组织模式要从货币向身份、存储、社交、信
用等全球经济基础设施进一步拓展，这可能
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一家优质重庆拟上市公司控股权拟出让。
2月 21日，记者从重庆联交所获悉，重

庆重邮信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邮信
科）50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68.23%），拟
公开转让并预披露。

据了解，重邮信科该部分股份为重庆邮
电大学持有，转让期从 2021 年 2 月 8 日开
始，预披露结束日期为2021年3月11日。

重庆邮电大学转让持有股份

天眼查 APP 显示，重邮信科成立于
2000年 9月 30日，住所在重庆市渝北区黄
山大道中段53号，法定代表人杨丰瑞。

重邮信科经营范围为通信系统、通信设
备及应用软件技术开发，通信技术咨询服
务；销售通信设备（不含发射及接收设备）、
仪器仪表、计算机，为国有控股企业，为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重邮信科注册资本

7328.536万元，重庆邮电大学占68.23%。此
次转让的为重庆邮电大学持有的68.23%股
份，批准单位为重庆市财政局。

从披露的财务数据来看，重邮信科业绩
不错。2019 年度营业收入 72027.02 万元，
营业利润 3128.62 万元，净利润 2820.06 万
元 ，资 产 总 计 69170.2 万 元 ，其 中 负 债
46663.73 万元，所有者权益 22506.46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 80519.48 万元，营业利润
3820.66 万元，净利润 3492.81 万元，期末资
产总计77090.8 万元，其中负债51125.17 万
元，所有者权益25965.63万元。

老牌通信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

重邮信科企业网站显示，该公司是一家
提供专业的通信与信息技术综合服务的高科
技企业集团，下辖5个投资公司和1个研究
院，现有员工2100余人。

在信息通信领域，重邮信科的综合性一
体化服务能力，涵盖咨询、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运维、系统集成等各个环节，业务
范围覆盖信息通信网络建设产业链全过
程。二十余年积淀，重邮信科已具备信息通
信领域多个顶级资质，构建起完善资质体
系，目前拥有一百余位专家、教授构成的专
业技术及经营管理带头人，以及一大批各专
业领域工程师、高技能及管理骨干人才。重
邮信科从1993年开始从事通信信息网络工
程建设，承担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以及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信息通信网络建
设，致力于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和应用开发，
取得了许许多多创新性成就，积极践行国家

“网络强国”战略。
近年来，公司加快改革转型探索步伐，

推动高质量发展，已形成信息化建设全过程
服务能力，在智慧城市、智慧环保、智慧政
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旅
游等产业领域打造众多标杆项目，成功实施
了多类大型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另据公开报道，早在2010年，重邮信科
就有谋划上市的想法。

2月 22日 10时至 2月 23日 10时，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张大千《仕女图》一幅、李可染《山水画》分别进
行公开拍卖，起拍价分别为800万元、700万元，
合计1500万元。

据了解，800万元起拍的张大千《仕女图》是
阿里司法拍卖金额最大的书画标的，而李可染《山
水画》名列书画拍卖金额第二，不过，截至记者发
稿，尚无人缴纳保证金，也无人前去看样，这意味
着这两幅拍品铁定流标。

公告显示，张大千《仕女图》一幅，为当事人议价
800万元，起拍价800万元，保证金50万元。该书画
实际情况以实物为准。未标明的瑕疵不在拍卖人承
担范围。法院不对该幅画真伪作出承诺，请竞买人
自行了解并承担风险。

不过，公告未标注具体尺寸。从展示的图片来
看，该画系中堂画，横批为“诗书传家”，系俞陛
云。此外，还有当时名人于右任、张伯英、郭则沄等
人的书法。而张大千画作表现的内容，有名士、仕
女、侍女，以及嬉戏三童子，款中年份为“甲戌”，对
应的公历年份为1934年，系张大千早期作品。

同时拍卖的李可染《山水画》，也为当事人议
价 700 万元，起拍价 700 万元，保证金 50 万元。
同样的，该书画实际情况以实物为准。未标明的
瑕疵不在拍卖人承担范围。法院不对该幅画真伪
作出承诺，请竞买人自行了解并承担风险。公告
也未标注具体尺寸。

从展示的图片来看，该画也系中堂画，横批为
“翰墨飘香”，系关山月题。两边的书法也是大名
头，刘海粟和宋文治。

画面表现旭日东升，万山红遍，瀑布长流的
场景，款识为“可染”，又章。这两幅书画均在被
执行人手中，看画需提前联系，截至记者发稿，
尚无人缴纳保证金，也无人前去看样，这意味着
这两幅拍品铁定流标。

多位书画鉴定专家表示，从现有图片情况来看，
这两幅画是否为名家真迹，有较大的疑问。

拟上市公司重邮信科68%股权将转让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该来的还是来了，昔日重庆最大的手机企业清盘。
今年3月10日至3月11日，重庆百立丰科技有限

公司（百立丰公司）管理人将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对百立丰公司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江溪路9号厂区内的
工业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3844.36万元。

重庆商报曾于去年8月连续进行独家系列报
道，包括《预付款拖欠两年 重庆最大手机生产企
业老板被判向上市公司归还7000万元》《遭遇诉讼
被法院列为失信人昔日重庆手机生产巨头何去何
从？》《曾狂销8000万台的黑马“杂牌机中的战斗
机”重庆乐丰手机为何败走麦城？》，预见重庆百立
丰资不抵债,最终可能破产清算，如今成为事实。

重庆百立丰破产拍卖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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