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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连续大跌 逢低吸纳迎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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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西部煤矿安全第一股”梅安
森（300275）公布 2021 年三季报，今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4 亿元，同比增
长 7.55%；归母净利润 1900.81 万元，同
比增长1.42%。其中，7-9月实现营业收
入 6992.38 万元，归母净利润 553.35 万
元，分别同比增长9.57%和微减 0.52%，
整体经营业绩保持稳定。

10月27日，梅安森报收10.76元，跌
3.06%，换手率9.17%，总市值20.25亿元。

今年以来，梅安森全面高效地完成
了小安易联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国产化
适配认证，先后完成面向鲲鹏、飞腾、龙
芯、海思麒麟等国产CPU适配与优化,完
美运行于UOS等国产操作系统，实现核

心技术国产化完全自主可控。
公司还加强与知名公司的合作，提

升业务协同能力与市场占有率，作为
ISV独立软件供应商加入华为技术解决
方案伙伴计划，与阿里云计算联合推出
煤矿数据智能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共同
推进煤炭安全生产大数据、人工智能、智
慧园区、煤炭产业互联网相关项目落地。

今年8月，公司通过收购华洋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10%的股权，借助其煤
矿AI视频产品的行业竞争优势促进公
司经营发展，以期提升公司智慧矿山市
场占有率。

本组稿件由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
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李思念 采写

10 月 27 日晚间，渝股巨人网络
（002558）公告，截至当天，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约3879.18万
股 ，占 总 股 本 的 1.9162% ，成 交 价 在
17.70 元/股到 10.49 元/股，成交总金额
约5.39亿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
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
且不超过回购方案中回购金额的上限，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

10月 17日，巨人网络报收9.36元，
跌 1.88%，换手率 1.77%，总市值 123.74
亿元。

2020 年 10 月，巨人网络董事会决
定，拟以不超过 25元/股（含）价格实施
回购，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4.5亿元（含）
且不超过 6 亿元（含），回购期限 12 个

月。同时，2019年 10月 30日第四届董
事会第 52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
终止实施。

这是巨人网络第二次实施股份回
购。2018年11月2日，公司股东会通过
了首次《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预案》。截至2019年 10月 30
日，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累计
回购股份8017.43万股，占比3.9604%。

巨人网络表示，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
行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截至2021年 10
月27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
购未使用的股份共计约8962.93万股，该
等股份拟用于后续择机推出的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

昨日，沪指低开低走，盘中弱势震荡下探，跌幅超1%；深成指、创业板指午后亦大幅走低，均跌约1%，截至收盘，沪指跌1.23%报3518.42点，
深成指跌1.03%报14244.82点，创业板指跌0.92%失守3300点；两市合计成交11077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71.72亿元。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
业部投资顾问王冬炎表示，昨日市场继续大幅调整，但就板块和个股角度看更为惨烈，在昨日之前新能源板块是近期市场唯一幸存的板块。短期操
作上建议在三季报没有完全落地之前，谨慎新开仓。待市场止跌企稳之后再考虑下一步的事情。

巨人网络第二次回购实施完毕

27 日，华邦健康（002004）宣布，其
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近日
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有关《药品
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其申报的化学药
品“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规格：
40mg）”经审查，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

今年6月，公司该药品的500mg规
格已先期通过了一致性评价。10月 27
日，华邦健康报收 6.25 元，跌 1.88%，换
手率1.77%，总市值123.74亿元。

根据米内网数据（含城市公立医院、
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医院、乡镇卫生
院），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在 2019

年、2020年的销售额分别约为24亿元、
19 亿元，包含的规格有 20mg、40mg、
125mg、250mg、500mg、1.0g、2.0g，其
中占市场主导的规格为40mg，该规格在
2019年、2020年的销售额分别约为17.3
亿元、13.41亿元。

据悉，华邦制药为国内注射用甲泼
尼龙琥珀酸钠（40mg）为第三家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企业，将有资格参与国家集
中带量采购。

华邦健康提示，这有利于提升该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后续市场扩展。不
过，如后期被纳入集中带量采购，可能会
有药品降价的风险。

华邦健康一注射用药通过评价

渝三峡A前三季净利大增80%
10月27日晚间，渝三峡A（000565）

发布2021年三季报，今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3.60 亿元，同比增长 15.76%；归
母 净 利 润 7322.5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80.49%；扣非后净利润6513.52万元，增
幅92.60%，基本每股收益0.17元。

10 月 27 日，渝三峡 A 报收 16.94
元，涨 0.06%，换手率 1.96%，总市值
139.27亿元。

其中，7-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4 亿
元，同比增长3.42%；归母净利润2525.52
万元，同比增长 29.16%；扣非后净利润
2390.41万元，增53.86%。

报告期内，渝三峡主营油漆涂料销
售市场需求逐渐恢复正常。但由于原材

料价格大幅上涨，产品成本上涨无法向
下游传导，以及报告期不再享受社保减
免等相关疫情优惠政策，导致公司主营
油漆涂料成本及费用同比增加，主业利
润同比下降。

不过，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 120 万吨/年煤焦油加氢一
期项目正常投入生产，公司投资收益同
比大幅增加（上年同期亏损）。截至9月
30日，该项目装置运行平稳，已生产出合
格产品，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报告期内
公司共实现投资收益5473.24万元，同比
大增 226.08%。此外，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出售北陆药业可转换公司债券）影响
公司净利润增加约433万元。

梅安森前三季赚了1900万元

渝股看台

就盘面看，昨日两市1000余股上涨，
3400股下跌。题材概念乏善可陈，周期
股成杀跌主力，煤炭期货跌停，煤炭股跟
随集体大跌，兖州煤业跌多股跌停；国际
油价高位回落，石油股全线大跌，中国石
油跌超6%；内盘、外盘金属期货接连走
低，有色金属股亦全线大跌；盐湖提锂、
锂电池、磷化工、燃气等概念大跌靠前。

除了少部分白马消费相对强势之外，
其它所有股票几乎全军覆没。就指数看，
重庆国元证券投资股团队表示，昨日上证
指数创波段新低，两市成交额1.1万亿，板
块涨幅板除抽水蓄能外，都是新面孔，领跌
的依然是周期股。涨跌停54:58，几乎平分
秋色。整体看新能源抗跌性较强，市场经
历过连续两天的急杀，风险进一步释放。

同时北向资金全天开启流入模式，尾盘还
有30亿的挂单未成交。就目前上证指数
的走势看，进入到回调末端的概率较大。

申万宏源证券重庆小新街营业部投
资顾问杨加前表示，受外盘影响，昨日指
数再度下挫。上证指数回踩到3517，已
经到达前期低点位置。创业板指数同步
受到外围市场继续在 3300 点附近震
荡。近期市场指数整体维持震荡走势，
但个股杀跌面积和力度却非常大，市场
赚钱效应低下。其中，三季报业绩暴雷，
叠加场内资金因集中于锂电+新能源所
形成的虹吸效应，是两市个股大面积杀
跌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投资者手中
的仓位还是配置在必选消费和新能源方
向，总体仓位继续控制在五成以内。

北向资金买买买 尾盘上有30亿挂单未成交

“这个‘跳空下跌’实为空头下的一
步‘臭棋’。”华龙证券新华路总经理邓丹
指出，“正逢上证指数 1664点也是中小
板第二轮牛市13周年时间窗口之际，市
场出现了跳空中阴线一举跌穿了 60天
线、90天线和120天线大关，盘中甚至还
破位了，形势似乎很危急。但应该看到，
中线升势很可能因这里的破位而得到巩
固，主要原因包括几点：第一，沪指这个
下跳缺口发生在星期四，历史数据显示
某周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只要出现“下跳
缺口”，则属于阶段性“衰竭型缺口”，短
期内一定会被回补的，或者说底部已经
很近了；第二，收盘点位高于之前的3515
点，说明多方并不能真正容忍空方肆无
忌惮，具有‘假破位’的嫌疑；第三，日线

级别MACD‘地狱加油’反倒形成了‘底
背离’的雏形，决定了后市惯性下跌的空
间非常有限，120天线下方的3478点心
理关就是空方的最大射程；第四，纵观盘
面上涨个股和领涨个股均多于周三，深
圳市场整体走势强于周三，而量能却有
所放出，表明主力资金还在借助恐慌情
绪抄底；第五，新股N成大上市首日跌幅
打破了有史以来的最差纪录，但该股市
盈率在次新股中很低，‘物极必反’正在
酝酿。所以，尽管短线判断出现了失误，
然而空头这里跳空下跌反倒是一步‘臭
棋’，短期走弱进一步强化了中线升势。
操作上，此前多次大涨的‘专精特新’品
种连续3个交易日大跌，投资者应做好逢
低吸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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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下了一步“臭棋”破位反而巩固了中线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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