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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两只股价波动异常的股票被深交所“盯
上”。根据深交所发布的市场交易动态（9月28日—
10月9日），深交所对多日涨跌幅异常的豫金刚石、新
余国科持续进行重点监控，并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四季度或有一波好行情

10 月 11 日下午，不到两
个月股价就暴涨 3 倍的新余
国科（300722）发布公告称，9
月 29 日、9 月 30 日、10 月 9 日
连续 3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属
于 股 票 交 易 异 常 波 动 的 情
形。同时，因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 3 次收
盘价出现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30%的同向异常波动情形，连
续 10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100%，属于
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根据
相关规定，公司目前正在核查
中，公司股票自 10 月 12 日开
市起停牌核查，自披露核查公
告后复牌。

豫金刚石（300064）也于 10
月 9 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称公司正在被立案调查，
目前不具备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再融资的条件。

新余国科股价有多疯狂？
Wind数据显示，新余国科在10
月 9 日上涨 19.99%，收报 75.02
元。该股自9月 25日起，5个交
易日内股价已经实现翻倍，累计
上涨幅度达到108.27%。

从 8 月底新余国科股价就
一路上行。当时股价仅 20 元
左右，但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强
劲拉升之后，截至 10 月 9 日收
盘 ，公 司 股 价 已 经高达 75.02
元，再创历史新高。这也意味
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新余
国科的股价就已涨了 3 倍多。
公 司 市 值 也 水 涨 船 高 ，超 过
109 亿元，成为 A 股军工板块
的龙头。

根据深交所发布的信息，9
月 29 日至 10 月 9 日，新余国科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44.06%，
成交金额达 37.89 亿元。值得
关注的是，游资现身龙虎榜。
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二
证券营业部买入 4301.72 万元，

卖出 4264.78 万元；东方财富证
券拉萨东环路第二证券营业部
买 入 2625.19 万 元 ，卖 出
2990.57万元。

豫 金 刚 石 股 价 近 期 也 快
速拉升。不过与新余国科股
价一路上行不同的是，豫金刚
石股价表现出“大落大起”的
特征。

10 月 9 日，豫金刚石盘中
放量涨停，首报 6.02 元，成交
9.75 亿元，封单超 4 万手，而 9
月 30 日，该股也上涨 17%。短
短两个交易日内，该股就大涨
约 40%。而在 9 月 24 日-9 月
29 日，该股连续大跌，累计跌
约 40%。从 8 月下旬开始，豫
金刚石股价持续拉升，到了 9
月下旬时已达到最高 8 元，而
近期在连续下跌之后再度出现
反弹拉升，10 月 9 日收盘前出
现涨停。

与新余国科一样，游资同样
现身龙虎榜。深交所发布的信
息显示，9 月 30 日至 10 月 9 日
期间，豫金刚石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 32.65%，成交金额达 17.23
亿元。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
路第二证券营业部买入1348.49
万元，卖出1321.02万元；作为知
名“散户大本营”的东方财富证
券拉萨东环路第二证券营业部
买入1325.65万元，卖出1182.90
万元。

事实上，游资爆炒股追涨风
险较大。截至 9 月 30 日，在跌
幅最大的前十名中大部分为创
业板个股，其中暴风退成了“熊”
头，单月跌幅超过 75%。此外，
从前十大熊股来看，大多为创业
板公司（7 家)及前期涨幅很大的
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9月十大跌
幅最多的股票中，不少是前期涨
幅过大、被游资爆炒的，这类股
票如没有基本面支持，追涨风险
很大。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羊城晚报讯 10 月 12
日晚间，国联证券（601456）
发布公告称，终止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A股股票自
10月 13 日（星期二）开市起
复牌。

国联证券 9 月 18 日与
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长沙涌金（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意向
性协议》（下称《股份转让意
向协议》），拟受让长沙涌金
持有的国金证券约 7.82%的
股份。同时，国联证券与国
金证券筹划由国联证券向
国金证券全体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
并国金证券。

国联证券表示，筹划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
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
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工作，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各方进行了积极磋商、
反复探讨和沟通。由于交易
相关方未能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的部分核心条款达
成一致意见，经认真研究相
关各方意见并与交易相关方
协商一致，为切实维护上市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交
易相关方审慎研究决定终止
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同时，《股份转让意向协
议》《吸收合并意向协议》自
动终止，各方均不承担违约
责任。

9 月 25 日，在证监会例
行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
言人表示，证监会已关注到
国联、国金合并中可能涉内
幕交易情况，并且根据相关
规定要求公司自查，提交内
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启动了
核查程序。

（曙光）

国联证券
未能推进重组
终止吸收

合并国金证券

长假过后两个交
易日，沪指连续跳空
大 幅 上 扬 。 在 刚 结

束的三季度行情中，3174 点经受
住 48 个交易日的支撑考验，这
是在回调不足 10%的形态下完
成的，可以认为，三季度大盘已
经稳步站上了 3000 点大关口。

进入四季度，沪指的季度级
重心已抬升至 3316 点，是 2018 年
二季度以来最高。这表明市场经
过两年多的运行，已经进入一个
显著的上升阶段，顺着这种趋势，
相信四季度行情会有持续上涨的
机会。不排除会迎来一波主升
浪，目标或指向4500点一线。

除了 3174 点支撑外，当前关
注的强弱边界可放在 3316 点一
线，强势行情必然持续站上季度
级重心之上。目前年内高位3458
点至 3316 点只有 142 点，这个窄
幅区间是验证四季度行情强弱的
重要区间，上破意味着新一轮升
浪启动，是上涨行情的时间窗口。

从月线上观察，目前上方压
力位在 2018 年 1 月高位 3587 点，

过去 3 个月行情已在该最高月线
收盘价 3480 点附近徘徊，10 月行
情或将挑战这一压力位。均线系
统显示，5月、10月、20月均线正处
于向上强势发散初期，具备持续向
上能力。在 9 月月线处于历史第
二高位的形态下，这种技术指标看
好月线持续红盘应是大概率的。

从周线上观察，三季度最长
连续调整为两周，回落意愿并不
强烈，且 20 周以上均线系统均处
于支撑与多头向上发散状态。这
种月线与周线利多共振的技术形
态，应是多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在
市场综合估值并不太高的时期，
当前仍是有利的介入时机。

当前最为困惑的因素或许
在全球宏观基本面方面，受全球
疫情持续影响下，各国经济复苏
成为最大的不确定性。然而，纵
观历史上每次重大危机，都隐含
着大机遇。正如 2008 全球金融
危机带来美国长达十多年的大
牛市一样，不排除这次疫情危机
也会带来我国的牛市机遇。无
论如何，顺势就好。 （赵穗川）

值得注意的是，股价暴涨的
同时，上述两家上市公司均未能
交出亮眼的业绩“成绩单”。

新余国科在10月9日晚间发
布公告指出，公司未发现近期公
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
营情况和其他内外部经营环境未
发生重大变化。

新余国科表示，上半年主要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公司的生产、销售、效益
均比上年有所下降。公司今年上
半年实现净利润1178万元，同比
下降 28.7%，降幅较去年同期扩
大；近期股价大幅上涨没有业绩
增长作为支撑。公司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天眼查信息显示，新余国科
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登陆创业
板，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火工品
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同时开展军品和民品业务。
在军品业务方面，目前公司主要
包括军用火工品（包 含 火 工 元
件、火工装置等）研发、生产和销
售。在民品业务方面，主要包括
人工影响天气专用技术装备、气
象装备及相关软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而根据豫金刚石10月9日发
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司
正在被立案调查，目前不具备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的条件。

公开资料显示，豫金刚石主
导产品为人造金刚石，已成为全

国人造金刚石的主要生产企业之
一，人造金刚石产销量位居全国
第三。

公告显示，截至目前，公司共
涉及 64 项诉讼/仲裁案件，案件
金额合计约47.97亿元，因公司涉
及的部分诉讼事项存在未履行内
部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的情形，可能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

豫金刚石还面临资金链紧张
的风险。公告称，2018年以来豫
金刚石部分合作银行、非银金融
机构存在断贷、抽贷或要求公司
提前还款，融资渠道受阻，公司资
金状况紧张并出现部分债务逾期
的情形。同时因多起诉讼案件，
公司多个银行账户的资金及持有
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股权被冻
结，已制约公司融资活动、降低偿
债能力，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
周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案
件审理与判决案件执行的推进，
公司货币资金存在被继续冻结或
划扣的可能，同时需支付相关违
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增加
公司财务费用，公司存在资金链
紧张的风险。截至今年 6 月底，
公司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
257.09万元。

同时，公司财务数据也不甚
乐观。财报显示，2019 年，公司
净利润亏损 51.97 亿元，2020 年
半年度公司净利润为亏损3.57亿
元，公司业绩处于亏损状态。

暴涨背后游资现身龙虎榜A

这两只个股为何要停牌？
业内人士提醒，游资爆炒个股追涨风险较大

两家公司成绩单并不亮眼B

制表：丁玲

十个国家、十种语言、十个孩子，齐唱一首歌

中国抗疫歌曲《星光》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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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中文版面世之后取
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国家网信办
选择了这首歌作为外宣作品，希
望用音乐为全体奋力抗疫的人
们加油鼓劲。国际版《星光》经
过三个月的制作也终于面世，以
纯净稚嫩、悠扬悦耳的童声合
唱，讲述了世界各国人民奋力抗
击疫情的感人故事，表达了各国
儿童对人类携手共同抗疫的美
好愿望。

MV《星光》将镜头聚焦世
界各地的人们，通过人物、音
乐、纪实画面以及不同语言，展
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超越
民族、国家的一次人类共同战疫
的音乐主题，受到国内外媒体广
泛关注。

国际版《星光》经过重新填
词，视野更宽广，从歌颂白衣天
使扩展到歌颂为抗疫奋斗的全
人类。孙保罗受到迈克尔·杰克
逊经典歌曲《Heal the World》
童声合唱版本的启发，提议将国
际版《星光》做成童声合唱形
式。最终，选择了十位小朋友进

行演唱。这十位小朋友来自五
大洲、十个国家，制作团队合力
把歌词翻译成小朋友的母语：

“先是中译英，再从英文翻译成
各种语言。最后有一段英文合
唱，我们还要教小朋友唱好这段
英文。”

跟中文版一样，国际版的录
制过程同样不易。有六位小朋
友居住在北京，可以直接进录音
棚录制；另外四位则分别身处美
国、津巴布韦等地，需要录音师
远程指导。十位小朋友的成长
背景各异，有人是使馆工作人员
的孩子，有人的家长是外国商
人，有人从未到过中国……孙保
罗表示：“选择孩子的时候，我们
没有考虑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
都是地球上在疫情之中成长的
孩子。”孙保罗说：“中国的抗疫
成果在全球一枝独秀，但世界各
地仍然有很多地方饱受疫情折
磨。身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我们需要承担起国际责任。除
了政府层面的工作之外，民间文
化交流同样非常重要。”

中国的抗疫歌曲
“出海”了！近日，抗疫
主题 MV《星光》在波
兰 福 库 斯 电 视
（FOKUS TV）晚间黄
金时段播出。来自中
国、韩国、巴基斯坦、委
内瑞拉、意大利、津巴
布韦、法国、伊朗、埃
及、美国的十位小朋友
用本国语言共同演唱这首歌。

《星光》背后是一支中国乐队
“OFF ROAD”。在国内疫情肆
虐之际，OFF ROAD 乐队创作
了中文版公益歌曲《星光》，其
MV由羊城晚报拍摄制作，并在
武汉重启日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向
全国发布；在国内疫情渐趋平稳
后，这首歌又制作了国际版，给
世界各地仍然受到疫情威胁的人
们带去勇气和希望，体现人类同
呼吸共命运的真情。

近日，“OFF ROAD”发起
人、《星光》词曲作者孙保罗接受
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畅
谈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OFF ROAD 乐队的五
名核心成员来自各行各业：
发起人孙保罗是资深媒体人
和策划人，也是乐队的创作
主脑；吉他手谭涛是一名创
业者和投资人；贝斯手郭玉
石是网络科技项目的负责
人；吉他手张小然是职业导
演；鼓手任晓卉则是互联网公
司高管。尽管经历和背景各
异，但他们同样热爱生活、敢
于冒险。除了一起玩乐队之
外，他们还组了一支越野车
队。“我们都是一群追求灵魂
自由的人。越野和音乐都是
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尝试开
创中国的公路音乐，在穿越
中发现、采集、思考和创作，

用音乐表达积极求生、抗争
的人生理念。”孙保罗介绍。
乐队持续创作原创歌曲，目
前已经发布《风在发端》《唐
古拉·风》两首主打歌。

《星光》最初的版本是一
首中文歌，创作于国内疫情
肆虐阶段。当时，战疫文艺
作品大量涌现，孙保罗希望
能做点“不一样的”。或许因
为母亲就是一名医生，孙保
罗对医护人员的家人感同身
受：“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是别
人的爸妈、别人的子女，他们
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自己的家
庭奔赴前线，这种牺牲是巨
大的。”医护人员告别“小
家”，为“大家”奉献自我，在

患者眼里，他们甚至相当于
“再生父母”。最终，《星光》
从患者的视角出发，展现白
衣天使散发的人性光辉。

“歌名原本叫《天使之
城》，后 来 才 改 成 了《星
光》。”孙保罗解释，“正如国
际版歌词中的一句‘黑色魔
鬼穿梭在地球’，疫情就像黑
夜，身处茫茫黑夜之中，人会
感受到孤独和恐惧。这个时
候，星光可以给人带来力
量。歌名《星光》有两层含
义：‘星光’代表了医护人员，
他们象征着光亮、温暖和希
望；‘星光’也代表我们的祝
福，希望所有跟病魔斗争的
人早日康复。”

4月8日武汉重启日当
天，《星光》中文版通过腾讯
公益平台首发。这首歌由
孙保罗作词作曲，并与吉他
手谭涛八岁的女儿谭悦然
合唱。《星光》中文版的歌词
直 抒 胸 臆 ，这 也 是 OFF
ROAD 乐队一贯的风格。

“乐理可能粗糙，歌词可能
简单，但我们要的就是唤起
听众的同理心，让他们感同
身受，这是我们的宗旨。而
且我认为，在疫情面前，人
们更需要真诚而直接的感
情，不需要那么多矫揉造
作。”

歌曲出来之后，有人以
“敞亮”评价这首歌的歌词，
这也正是孙保罗希望达到
的：“我写歌希望可以做到
视觉化，把音乐、演唱跟听
众的心理投射结合起来。
我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
候候，，眼前可以看到亮光眼前可以看到亮光。。””

回忆起歌曲录制过程回忆起歌曲录制过程，，
孙保罗感慨孙保罗感慨““不容易不容易””。。
当时国内疫情持续当时国内疫情持续，，北北
京几乎所有录音室都京几乎所有录音室都处处
在关闭状态在关闭状态。。乐队多乐队多
番沟通番沟通，，终于说服了终于说服了
一家录音室破例开放一家录音室破例开放
两天给他们两天给他们录音录音。。进进
录音室之前录音室之前，，孙保罗孙保罗
先用一把吉他创作了先用一把吉他创作了
歌曲歌曲 demodemo（（样 带样 带）），，
里面录下了他哽咽的里面录下了他哽咽的
歌声歌声；；吉他手谭涛熬吉他手谭涛熬
了两个通宵了两个通宵，，做出了做出了
优秀的吉他旋律……优秀的吉他旋律……

!

患者视角出发，书写医护奉献

歌词直抒胸臆
听众感同身受

童声母语演唱，跨洋进行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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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核心成员：（从左往右）谭涛、郭玉石、任晓卉、孙保罗、张小然

中国小朋友谭悦然

津巴布韦小朋友阿什扬·穆法里

法国小朋友伊洛迪·伯纳德

美国小朋友阿米利亚·欧文

乐队发起人孙保罗

孩
子
们
合
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