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金经 2019 年 9 月 5 日 /�星期四 /�经济编辑部主编 /�责编 周寿光 /�美编 丘淑斐 /�校对 孙东菊财 A14

*ST 印纪并不是第一只触及面值退
市的个股。 从 2018 年开始，A 股已经有
两家公司“面值退市”，分别是中弘股份
和 *ST 雏鹰。 今年 8 月 27 日，*ST 雏鹰
正式进入退市整理期， 将于 30 个交易
日后摘牌，成为 A 股面值退市的第二只
股票。 同时，*ST 华信也已触发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价低于 1 元的规定而进入停
牌阶段，深交所 9 月 4 日决定，*ST 华信
9 月 12 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成为年内
第三只“面值退市股”。

今年以来， 部分上市公司深陷债务
危机、经营问题等，股价持续下跌，徘徊

在跌破面值的“危险”边缘。 羊城晚报记
者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库统计显示，截
至 9 月 4 日收盘，目前有 *ST 印纪、*ST
华业、*ST 欧浦、*ST 神城、*ST 大控等
个股股价已经跌破 1 元。 虽然收盘价格
低于 1 元的上市公司仅有 5 家，但 1 元
股上市公司的数量依旧不少， 目前还有
*ST 利源、ST 锐电、*ST 鹏起等 57 只个
股股价低于 2 元。

今年以来， 市场行情的一大变化
是， 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白马股股价
节节创新高，与此同时，低价股的数量
也有所增加， 市场出现明显的两极分

化。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这些收盘价格
低于 1 元的上市公司， 甚至是价格徘
徊在 1 元上方的“1 元股”都存在着较
大的投资风险。

这些公司，或存在着债务风险压力，
或业绩经营不善持续亏损， 或资金链较
为紧张，或自身主营业务增长乏力。从基
本面上看，这些公司投资价值较为有限。
同时，股票价格处于 1 元附近，这些公司
面值退市的压力明显增大， 在未来退市
常态化的情况下， 投资者冒险投资低价
股，极有可能是火中取栗，甚至导致血本
无归，投资者应谨慎对待低价股。

沪指 8 月收报 2886.24 点 ， 是 4 月开始
5 个月来月线收得最低的一个月 。 8 月运行
特点是前 4 个交易日确定了当月整个运行
区 间 ， 同 时 也 创 下 了 调 整 以 来 的 新 低
2733.92 点 。 然而 ，市场有惊无险 ，月末又回
到了高位，有与 4 月形态形成呼应之势。

从月线上观察 ，4 月与 8 月的形态是互
为对称的，只是一个在高位 ，另一个在低位 。
它们的实体以及长上影和长下影线 ，都有极
为相似的特征。 对其解读也许能获得一些有
益的启示。

4 月月线上影 177 点 、8 月月线下影 153
点 ， 而 4 月至 8 月间实体为 225 点 （2886-
3111 点）， 这组数据构成过去 5 个月整体运
行空间 555 点 。 然而 ，上影线与下影线的运
行时间都非常短暂 ， 分别只有半个多月 ，相
信这样的高抛低吸机会也只有先知先觉者
才能把握住 。 在近 4 个月时间里 ，市场一直
运行于 2886-3111 点的中位窄幅区间。

这是市场的系统性表现，表明市场的估值
区间已经明显比去年稳定和有所抬升，而且没

有下降的迹象。如果对市场走势过于关注短线
局部行情， 或将很难感受到这样的大格局变
化，从而对投资信心和定力带来不利影响。 其
实，只要不过于加重杠杆，对今年大涨后出现
的技术性风险行情是可以承受和挺过来的。

本栏认为 ，过去 5 个月的市场考验是有
价值和意义的 。 应该看到 ，即使在行情最为
恶劣的 8 月 ，今年以来的系统性正收益仍然
能够保持 ，这绝对不是熊市环境下所能做到
的 。 此外值得提示的是 ，月线级别的缺口在
沪指历史上只发生过五次 ，最近一次是 5 月
线，再上一次是 2006 年的 5 月线。 从历史角
度观察 ，无论 “5·19”行情还是 2006 年大牛
市，都与月线缺口所在区域有关。

因此从技术上说，对市场回补 5 月线缺口
3050 点意义非常重大。 它不仅意味着过去 5 个
月的大调整结束， 而且新的牛市征程或将以此
为标志翻开新的一页。这个时隔 13 年以后出现
的信号值得我们关注， 它深藏的意义更值得投
资者去感悟。 在市场大势开始继续向好的情况
下，让我们坚定信心继续前行吧。（赵穗川）

又一家公司或面临面面值值退退市市
*ST 印纪在未来 5 个交易日内即使全部涨停，也无法突破 1 元

又一只可能触
发面值退市规定的
个股出现了。 9 月
4 日 ，*ST 印 纪
（002143） 开盘一
字跌停，收报 0.71
元。 至此，*ST 印
纪的股价自 8 月
15 日起已经连续
15 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在 1 元以内，
低于股票面值。 根
据相关规定，*ST
印纪在未来 5 个
交易日内即使全
部涨停，股价也无
法突破 1 元，极有
可能成为继中弘
股份、雏鹰退、*ST
华信之后第四只
触发面值退市规
定的个股。

根据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 ）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交
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今年 8 月 15 日，*ST 印纪收盘下跌
3%， 报 0.97 元， 股价跌破 1 元股票面
值。 此后，*ST 印纪连续 14 个交易日持
续走低，股价始终没有回到 1 元上方。 9
月 4 日，*ST 印纪一字跌停， 收报 0.71
元。 未来 5 个交易日，即使 *ST 印纪连
续 5 日涨停，在第 20 个交易日的股价也
仅为 0.90 元，无法突破 1 元大关，最终
将触发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价低于股票
面值的规定，将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

从股东情况看， 截至今年上半年，

*ST 印纪共有 3.45 万户股东。 前十大流
通股股东中，安信信托、长信基金、银华
基金、 中欧基金旗下的相关信托及资管
计划在列。

*ST 印纪曾是传媒影视行业的一颗
“新星”。 2014 年，通过资产重组，影视新
军印纪传媒“借壳”高金食品上市。 借壳
上市后， 印纪传媒也曾交出了较为亮眼
的业绩答卷，2014 年至 2017 年，印纪传
媒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36 亿元、
5.74 亿元、7.31 亿元、7.69 亿元。

作为影视传媒公司，*ST 印纪也曾
出过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产品。 公开资料
显示，*ST 印纪曾先后参与投资、制作或
发行了《钢铁侠 3》、《环形使者》、《超验

骇客》、《极盗者》、《杜拉拉升职记》 等电
影。 而在电视剧方面，近期热映的《长安
十二时辰》 也由 *ST 印纪参与出品。 此
外， 还参与了《北平无战事》、《克拉恋
人》、《军师联盟》等。

然而，2018 年，*ST 印纪和不少影
视上市公司一样遭遇经营困难。 2018 年
年报显示，*ST 印纪亏损 17.86 亿元。 进
入今年上半年，*ST 印纪的业绩并没有
好转，亏损 9200.46 万元。 随后，*ST 印
纪 2018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又出现分红爽
约、 债务兑付困难及流动性难题等多个
黑天鹅事件，*ST 印纪股价也大幅下滑，
最终跌至 1 元以内。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影视新星陨落持续亏损

投资低价股有较大风险

回补 5 月线缺口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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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会晚灵心心 驿驿站站

保罗喜欢养一些稀奇古怪
的宠物。 这天，他以 200 美元的
价钱从一个叫班尼的农民那儿
买下了一头驴。 班尼答应第二
天把驴送到他家去。

第二天， 保罗在家等到下
午也没见班尼把驴送来， 便开
车又来到了班尼家。

“对不起，那头驴昨晚突然死
掉了。 我正想去你家告诉你这个
不幸的消息。 ”班尼哭丧着脸说。

保罗一听，有点不高兴了。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呀， 因为班
尼也不希望这样。他叹了一口，说
道：“那你就给我另一头驴吧。 ”

“我家就这一头驴子。 ”班
尼答道。

“既然这样，你把钱还给我
吧。 ”保罗说道。

班尼双手一摊， 说：“还不
了了，我已经把钱花掉了。 ”

保罗一听，皱起了眉头。 然
后，他耸耸肩，对班尼说道：

“好吧，麻烦你帮我把驴装
上车。 ”

“驴都死了， 对你还有用
吗？ ”班尼奇怪地问道。

“当然。我准备用它作为奖品
来搞一个抽奖活动。 ”保罗答道。

“行不通吧，这可是一头死

驴。 ”班尼失声道。
保罗一笑， 说：“只要我不

说驴已经死了就行。 ”
一个月后， 班尼在街上遇

到了保罗。“嗨，你那抽奖活动
怎么样？ ”班尼笑着问道。

“很成功。我卖出了将近一千
张抽奖券，每张奖券两美元，除去
之前付给你的 200 美元， 我还大
赚了一笔。 ”保罗笑呵呵道。

班尼瞪大了眼睛， 问：“难
道就没有人发现你的把戏吗？ ”

“当然有，这个人就是中了
大奖的人。 所以我就把两美元
退给了他。 ”保罗答道。

袁中郎作过一篇 《小修诗
叙》，论其弟袁小修之诗：“其间有
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
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然予则
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
不以粉饰蹈袭为恨， 以为未能尽
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一节话颇
可寻味， 教我们识得文章的高下
好丑。

张岱亦有名言：“人无疵不可
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原来做人
做文章一个疵字竟都如此可贵。
如若不见疵处全是佳处， 此等人
与文， 怕就是所谓的好人与美文
吧？ 张爱玲曾有一叹：“世上好人
比真人多。 ”如今我们看报刊上的
文章，怕亦难免要有此叹：美文比
真文多。

回乡。 几个发小约好聚聚，朋
友发来信息，告知订在某酒楼。

某酒楼是个陌生的名字。 朋
友说， 就在某大厦的边上。 某大
厦？ 也不知道。 朋友又回复说，在
某某路与某某街的交叉口。

我更糊涂了， 朋友讲的两条
路，我都没印象。

好在有导航。 在导航的指引
下，驱车前往。 一路上，偶尔见到
一两幢熟悉的建筑， 倏忽淹没在
众多陌生的楼宇间。 家乡小城的
变化实在太大了， 虽然每年我都
回乡，也会去县城走亲访友，但还
是经常找不着北，迷失了方向，仿
佛走在异乡的街头。

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还
得依靠导航， 不知道这是家乡的
幸运呢，还是一个游子的悲哀？

我已在杭州生活了 20 年，出
门，也不得不依赖导航。 照理，杭州
本来就不大，一个西湖居中一坐，千
年不动，城再变，还能变哪儿去？ 可
是，住在城东的我，偶尔穿过西湖去
城西，还是呆住了，因为多了一条高
架，还多了两三个地下隧道，如果不
是导航，你根本不知道从哪个出口，
才能到达你以为很熟悉的目的地。

去陌生的地方， 我们只能依
赖导航；在熟悉的地方，导航往往
也比我们更熟悉，因为，它实时更
新了， 而我们还沉浸在记忆的世
界里。 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
将我们的记忆， 以及生活留给我
们的印记，都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会不会哪一天我从单位下
班， 也必须凭借导航才能找到自
己的家？ 谁知道呢。

有个的士司机跟我说，开
夜班，有点冒险，有点刺激。

夜间，总有一些人 ，属于
非正常出行。

有醉酒的，有失意的，有流
泪的，有不知道想去哪儿的。

有一天，还不算晚，9点左右，
一个少女上车：“绕西湖一圈。 ”

他看少女脸色不佳，问怎
么了。 少女很呛地说：“让你绕
一圈，你就绕一圈！ 我有钱！ ”

湖滨路，南山路，杨公堤，刚
拐上北山路时，女孩哭了。

孩子， 叔叔可以帮到你吗？
女孩说：“爸爸妈妈吵架， 比赛着
砸家里的东西，我绕西湖一圈，如
果他们打电话来找我，我就回家，
如果没有，我就跳西湖算了。 ”

司机说，时间不晚，你别忙
下车， 就坐叔叔车上等电话好
不好，不耽误我做生意的，啥时
候电话来了，我送你回家。

一边开车，一边聊天。 有

乘客说，这父女俩，这么聊得
来。 女孩慢慢高兴起来。

女孩父母终于打电话来
时，已经过了零点，女孩让叔
叔听电话。“喂”一声，父母差
点崩溃。 当司机把女孩送到
家，父母庆幸，女儿真好运。

另一次 ，更晚一些，上车
是个中年妇女， 报出地址，是
个高档住宅区。

一上车她就说， 司机，关
空调，我晕车。

司机知道这样的客人比
较难带，加油 ，换挡 ，转弯 ，并
线， 每做一个动作 ， 都要求
自己稳点再稳点 。 客人说：

“奇怪 ，坐你的车 ，我一点都
不晕 ，司机 ，你车开得真好，
谢谢你。 ”

快到目的地，妇女忽然抽
泣起来，司机递上纸巾，妇女
哭得更凶了：“司机，我不去某
某地了，我要去某某地，我要

去那里跟她拼了，打死那个臭
婊子！ ”

原来她老公是开工厂的，
包养了女秘书。 以前自己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想想逼太紧没
意思， 希望老公玩腻了自动歇
手。现在男人变本加厉，公然与
二奶住在一起，还生下了小孩。

司机只好掉头，从城东驶
向城西，一边跟女人聊天。

晚上道路通畅，车子很快
到了一个花园住宅门口。 女人
刚刚有点平静，这会儿又冲动
起来，司机怕她做什么傻事出
来，问她，是否想好怎么做？ 这
样贸然冲进去，会不会更加吃
亏？ 司机建议，还是另择时间
地点好好谈，或者诉诸法律。

女人默默坐了片刻，终于
说：“司机，谢谢你，送我回自
己家。 ”

司机跟我说：“做夜班，我有
个准则，尽可能，送她们回家。 ”

●近日，37 岁的医生周南因交
通意外离世。 她从协和医学院博士
毕业后前往西藏， 用 10 年时间建
立起西藏首个风湿免疫血液科。 她
生前说：“北京有 50 多家三甲医
院。医生多一个少一个差别不在，但
我在西藏，就可能挽救更多生命。 ”

●（印度）泰戈尔：夏天的飞
鸟， 飞到我的窗前唱歌， 又飞去
了。 秋天的黄叶， 它们没什么可
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齐邦媛《巨流河》：翻一下许
久未曾打开的留言， 每次都会发
现， 曾经说要一辈子的那些人，在
我的生命中只出现一阵子。

●（法）莫泊桑：喜欢读书，就
相当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光换成
巨大享受的时刻。

●(清)梁章钜《读书法》：读书
要有记性，记性难强。 要练记性，须
用“精熟一部书”之法。 不拘大书小
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
透明， 诸家记俱能辨其是非高下。
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

●杨绛《我们仨》：我们读书，
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
和品评。 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
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
坐冷板凳的书呆子， 待人不妨像
读书般读， 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
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所谓“指若悬河”，指见面
矜持羞涩、寡言少语、仿佛灵魂很
无趣；打开聊天窗口，却像换了个
人一样，无所不知、无话不谈。

●网友说： 把自己置身于忙

碌中，就会有一种麻木的踏实。

●成语“随心所欲”的谐音：
随薪锁欲，指薪水太少，只能锁住
自己的欲望。

●拍照时摄影师给的指示常
能表现出你的性格弱点， 比如，
“头抬起来点”， 说明不够自信；
“笑，再笑”，说明内向。 今天我去
照相， 摄影师说：“脸上的杀气收
一收……好……再收……”

●当代一些青年常态： 日常
性焦虑， 间歇性平静， 或然性高
兴。

●现实生活中最大的一张空
头支票：等我以后有钱了……

●所谓的事事不顺心， 不就是
最近手头紧？ 多数时候是这样的。

●减肥对我最大的影响，是
把我从一个心安理得的胖子，变
成一个减肥失败且充满负罪感和
挫败感的胖子。

●甲：抱歉，我目前不需要买
显微镜。

乙：好吧，这是我的名片，再
联系。

甲： 你这名片上的字也太小
了吧!
� � � � 乙：太巧了，我刚好有适合你
的产品。

●室友忘了行李箱的密码，
很着急。 我比较爱研究东西，很早
就知道这种箱子的密码锁是怎么
回事，于是我就帮他打开了。室友
感激不尽，称赞我厉害。 第二天，
室友就在箱子上挂了个明锁……

小鱼从鱼群中脱颖而出时，
就会被鲨鱼吃掉。

斑马从马群中脱颖而出时，
就会被狮子吃掉。

鸽子从鸽群中脱颖而出时，
就会被雄鹰吃掉。

作为群居类生物， 我们常常
以相似的眼光看待自己。

做事不要太过分， 否则你就
会受到批评。

做人不要太特殊， 否则你就

会被评头论足。
走路不要走非寻常之路，否

则你就会滑倒。
但我知道的却是这些：你可不

是一条小鱼， 你可不是一匹斑马，
你可不是一只鸽子，从人群中脱颖
而出并不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危险，
你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之时，你就是
把自己放到了改变世界的位置。

你应该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吗?请你告诉我。

喜其疵处

的士司机说：做夜班我尽量

在家乡导航 □孙道荣

该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吗?
□（澳）达伦·波克 陈荣生 译

一头死驴成了奖品 □庞启帆 编译

□莫小米

牵牛花
（版画） □杨讷维

送她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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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基金权益固收均业绩优异
公募基金半年报已披露完毕。 据数据，今

年上半年公募基金利润合计达 6560.64 亿元，
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足见备受投资者的认
可。 其中，一些优质公募基金凭借特色优势，表
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数据显示，安信基金上半
年总利润为 27.98 亿元， 在 134 家公募基金中
排名 48。 从业绩表现看，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
至 6 月底， 安信基金旗下固收类基金三年期绝
对收益排名行业前列， 权益类基金三年期绝对
收益排名行业第 3。

兴全合泰基金即将发行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即将发行旗下第 16

只权益类产品， 公告显示， 兴全合泰混合型基金
（007802）将于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5 日发行。该
产品将由任相栋掌舵， 发挥其对产业及公司深刻
洞察优势，寻找有质量的增长资产。

洞察周期万象，合见财富泰来，兴全合泰是
任相栋加盟兴全基金的首只权益类产品。 公开数
据显示，任相栋作为三届金牛奖、大满贯得主，其
代表产品任职期回报达 95.81%，位居同类普通偏
股型基金前列，超越业绩基准 88 个百分点。

上投摩根权益产品业绩整体领先
今年前 8 个月行情收官 ，A 股大盘上涨

15.73%，主动型权益基金表现突出。 截至 8 月 30
日，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和灵活配置
型基金今年以来分别取得 28.82% 、26.02%和
19.51%的平均回报，全部跑赢同期大盘。而从基金
公司的角度来看， 多家公司展现出不俗的主动投
资管理能力。 以上投摩根基金为例，公司旗下多达
16 只产品年内业绩超 40%，其中有 5 只产品收益
率超 50%， 另有 11 只产品取得了 40%以上的收
益率。

财通资管
主动管理能力再获肯定

9 月 4 日，“英华奖最佳券商资管颁奖典礼
暨 2019 中国私募基金高峰论坛”在沪隆重举行。
凭借旗下产品稳健的业绩表现及出色的风控能
力，财通资管再次荣膺“中国最佳固收类券商资管
奖”， 这也是公司连续三年蝉联该重量级奖项，用
实力进一步夯实了业内“固收投资”的标杆地位。

据了解， 财通资管多年来一直坚持 “低波
动、稳收益”的固收投资理念建立了强大的投研体
系，并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坚持“固收 +”差异化发
展策略，取得了规模业绩的双突破。

嘉实基金 41 只产品
收益超 30%

面对今年来 A 股震荡上行， 公募基金赚钱
效应突出， 主动偏股型基金前 8 月平均收益率超
过 20%，持续跑赢大盘。 其中嘉实基金旗下 84 只
（子份额分别统计）产品年内收益跑赢大盘，41 只
产品年内收益超 30%，嘉实 GARP 策略基金也持
续表现突出。

从前 8 月业绩表现看， 嘉实 GARP 策略组
“双雄” 嘉实新兴产业、 嘉实泰和年内回报均超
55%，嘉实回报、嘉实优质企业、嘉实优化红利等
年内回报均超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