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已有18家公司被摘牌
A股市场退市脚步再加快

监管不断释放信号，退市常态化呼之欲出

?热闻经 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经济编辑部主编/责编 李卉 /美编 夏学群 /校对 何绮云财 A14

11月10日，今年以来被负面信息包围的暴风
集团正式被深交所摘牌退市。退市前夕的暴风集
团股价表现惨淡，截至11月9日收盘，报0.28元/
股，较其123.83元（前复权）的历史最高价跌去
99.77%，创出A股新的下跌记录。事实上，当前
上市公司“离场”的速度正在加快。Wind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A、B股市场已有18家公司被摘牌，
另有部分公司处于退市整理期。事实上，这些案
例正是今年来A股市场退市脚步不断加快、新陈代
谢功能显著增强的体现。近期，监管文件紧锣密
鼓地推出，正在不断释放退市制度改革的信号。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报
道:11月 12日 傍 晚 ，腾 讯 控 股
（00700）公布三季报。腾讯三季
报延续了今年一季度、二季度超
市场预期的趋势，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1254.47亿元，同比增长
29%，净利润323.03亿元，同比增
长32%。腾讯微信及WECHAT
的月活跃账户12.1亿。截至当日
收盘，腾讯控股涨5%。

数据显示，2019年，小程序全年
创造8000亿交易额，微信生态带来
的“码上经济”规模达8.58万亿元，带
动就业536万个，同比增长195%，成
为微信带动就业的核心引擎。

疫情冲击下，数字化也不再
是大企业的特权。今年微信支付

面向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
火计划”，助力小店主、出租车司
机甚至小摊小贩等中小商家高效
快速走出困境，实现增收。

数据显示，微信支付在县城
的首选比例高达83%。近两年微
信支付在县域及乡村的小店数量
累计增长65%，日均交易笔数则
累计增长91%。

据测算，2019年微信带动就
业机会2963万个，其中直接带动
就业机会达2601万个，同比增长
16%，2014年以来年均增长22%，
间接带动就业机会362万个。小
程序更是成为微信带动就业的核
心引擎，直接带动就业机会536
万个，相比2018年增长195%。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报道：
11月 12日，拼多多发布的 2020
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拼多多Q3
实现营收142.098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89%，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同时，拼多多实现上市以来
首次季度盈利，非美国通用会计
准则（NON-GAAP）下，拼多多
三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为4.664亿元，对比去年同期为
净亏损16.604亿元。

此外，财报显示，截至今年9月
底，平台年活跃买家数达7.313亿。
相较于2019年同期的5.363亿，同
比增长36%，一年增长了1.95亿，其

中，在第三季度单季增长4810万。
拼多多CEO陈磊表示，拼多

多将继续加大在用户端的投资力
度，扩大用户规模，为更多用户提
供“多实惠、多乐趣”的消费体验。

今年以来，在“双循环”的新发
展格局下，拼多多先后推出了抗疫
助农、助力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等
系列举措，并与广东、江苏、浙江、
福建等中国 20多个制造业主产
区，通过政企协作的方式开启深化
合作。其间，平台不断加大以“百
亿补贴”为代表的用户投资力度。
在此带动下，今年1月至9月，拼多
多净增活跃买家规模达1.461亿。

羊城晚报：又过了一年，你在接班传
承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卢斌：收获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
的考验，练就了处事不惊的沉稳。

羊城晚报：2020年还有一个多月就
结束了，目前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卢斌：感谢父辈信任，逐渐把工作重
任放手交给我做。如果不放手的话，就
好比打拳，手臂练得很粗，脚却细得走不
了路，两者不配套。时代在发展，像数字
化、区块链等新技术，企业如果跟不上，
后面就会很难。

羊城晚报：你和父亲在管理上有什
么相似或共通处？

卢斌：一个企业在长时间发展中，肯
定会有一些要待处理的问题，不是说一
两天就可以解决的，之前我不理解，现
在接班后，理解了。

为应对加速到来的老龄化社
会，大多数人都需要提前为养老
专门预备一笔钱。长期来看，权
益类标的的配置，是养老金投资
抵抗通胀的重要资产。

兴证全球基金在成熟运作1
年半兴全安泰平衡养老 FOF之

后，将向完善目标风险养老基金产
品线再迈进一步，于11月23日发
行稳健策略的目标风险基金，即兴
全安泰稳健养老一年持有FOF。
该产品采用“类固收+”策略，权益
类资产的战略配置目标比例中枢
为20%，值得关注。 （杨广）

11月5日至10日，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进博会“招商
合作伙伴”，在进博会期间先后举
办“中欧企业家大会”“金融合作
论坛”“‘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洽
谈会”三场官方配套活动，并通过
上线“智享工银 慧聚进博”主题
专区，搭建服务进博会“线上+线
下”的一体化平台，以专业、优
质、贴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
第三届进博会。

在进博会筹备和举办期间，
工行广东分行根据总行统一部
署，结合该行服务第二次进博会
和推广今年“云上广交会”的成功
经验，密切加强与工行境外机构、
省内商务机构、商会及进出口企业
沟通，全面开展进博会宣传活动，
多渠道介绍工行服务第三届进博
会的相关配套活动，并邀约了数十
家进出口企业参加，为境内外企业
架起贸易互通桥梁。同时，充分运
用“环球撮合荟”跨境线上撮合平
台、融e购跨境馆以及跨境贷、工
银加易贷等创新产品赋能进博会，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进博
一体化金融及资讯服务。

广东顺德土产进出口公司是
当地一家老牌的进出口企业，主
要从事家电、五金制品、家具以及
花卉等农产品的自营进出口、代
理出口、来料加工、代理进口等业
务。企业在工行的邀请下参加了
进博会“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洽谈
会。“今年，进出口企业面临巨大
挑战，但随着我国经济逐步企稳
向好，也给企业带来不少新机
遇。我司参加本次“一带一路”贸
易洽谈会，也挖掘了不少商机。
这种洽谈会非常有助于企业了解
世界各地的各行业信息，也有助
于把国内好产品输送出去，实现

互利共赢。”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比如我司就通过工行配套的‘环
球撮合荟’平台匹配了一家企业
进行业务洽谈，同时还在密切关
注一些有合作意向的客户，目前
进展良好。”

据悉，目前工行为广东顺德
土产公司提供结算、融资、网络金
融、结售汇、跨境业务等多项金融
服务，后续将密切关注企业洽谈
进展，持续为企业业务开展提供
周到的金融服务。

今年以来，广东省作为外向
型经济大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
环境和疫情全球蔓延的冲击下，
展现出强大韧性，较好经受住冲
击考验，回稳态势明显。工行广
东分行与广东省商务厅紧密对
接，大力开展“春融行动”，推出
多项惠企便民举措，通过多元化
融资、国际结算、全球现金管理等
服务以及优惠的利率费率全面加
强对进出口企业的金融保障力
度。2020年 1-10月，该行向进
出口企业累计发放国际贸易融资
达168亿美元。

此外，工行广东分行还牢牢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创新机
遇，积极响应市场主体新兴多元
化便利化金融服务需求，全面推
进资产跨境转让、境外人民币贷
款、债券通、QFLP、湾区账户通以
及各项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等
多项创新业务，助推大湾区经济
金 融 高 质 量 发 展 。 据 统 计 。
2020年 1-10月，该行共办理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项目以及
跨境人民币便利化试点业务33.8
亿美元，大湾区企业办理跨境业
务的人力、时间成本持续降低，资
金融通效率进一步提高，政策红
利迅速普及众多企业。

（文/戴曼曼）

昨日，两大互联网巨头腾讯和拼多多相继发布2020
年第三季度财报，两家公司的业绩都超过市场预期。

兴全安泰稳健养老FOF值得关注

同比增三成
腾讯三季度净利323亿元

助力进博会
工行广东分行积极为境内外企业

搭建“朋友圈”

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量
创二代来啦！

数据眼

海归十年后正式接班，这位创二代这样说：

“不去经历 就无法认清自己”

近年来随着A股市场不断发
展，在海外市场备受追捧的量化投
资在国内市场也迎来了新的机
会。细数国内在量化领域具有领
先优势的基金管理公司，景顺长城
基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国
内首家中美合资公司，景顺长城基

金借助外方股东在量化投资上的
优势，在量化投资上持续发力。目
前，正在发行的景顺长城量化成长
演化混合基金，将利用量化投资优
势布局七大投资主题，力争通过把
握行业主题贝塔（β）和优质个股阿
尔法（α）获得双重收益。（杨广）

景顺长城量化成长演化基金正在发行

在去年接受采访时，广州
东泰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斌
曾坦言“二代接班，理想和现实
有太多挑战”,一年半后，这位
36岁的创二代接受了羊城晚报
记者的回访。跟去年不同的
是，在2020年，留学回国进入
家族企业整十年的卢斌开始正
式从父亲手中接班。

还是喜欢玩赛车、坚持每
周打一场泰拳的卢斌说，2020
年他最大的收获是经历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考验，练就了遇事
不慌的沉稳。目前，企业总体
效益比去年略有增长。开着一
辆红色四驱车上班的卢斌说，
如果他是一辆车，应该是一辆
四驱车，性能特质就是“稳”。

羊城晚报：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公司面临了哪些压力？是如何
应对的？

卢斌：今年1-4月时，公司业务量整
体减少。趁着业务量减少的空隙，我们
做了在以往忙时无暇顾及的事。一方面
着手进行内部管理升级，整合资源，优化
流程，增能减耗；另一方面着手外部产业
升级，开拓配套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比如传统物业是有场地出租就完
事。现在不一样，得提升思路从客户需求
出发，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第
一季度，在物业板块推出联合办公，为客
户做增值配套的服务，提供公共办公区
域，会议室、党建室等。经过疫情洗礼后，
企业内部管理及外部产业都得到升级。

羊城晚报：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以
来公司业绩有怎样变化？

卢斌：受疫情影响，物业方面业绩比
去年下降。但随着复工复产，化工生产
和化工贸易延伸配送方面业绩比去年有
所提升。目前，企业总体效益暂时比去
年还略有增长。

羊城晚报：2020年，你认为危中寻
机，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卢斌：适应当前形势，提高核心竞争
力。

羊城晚报：你从海归到接班用了十
年，从过来人角度，有什么跟其他“创二
代”分享？

卢斌：坚持想做的事情，做好。错了
要认，要有责任担当。父辈有一套理念，
你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一定要跟着别
人的影子来走。要不怕犯错，不做事就
不会有错，做肯定会有错。在战术犯错

没问题，但战略上不能出错，一些重大的
投资，必须要跟父辈沟通。

羊城晚报：不少海归“创二代”对接
班会有犹豫？你当初是怎样选择的？

卢斌：很多人刚回来会迷茫，觉得
父辈企业会做得比较辛苦。我觉得是
否接班，要看个人能力。如果比老爸
厉害，再创业没问题。更重要的一个

经验是要尊重现实，看清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自我评估过高。就像一辆车的
性能好坏要靠检测而不是靠嘴巴说出
来，一个人的能力、长处、短处也都是
通过时间和做事历练出来的。不去经
历，就无法认清自己。

如果我是一辆车，我应该是一辆四
驱车，特质就是稳，而不是一味求快。

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让我“处事不惊”

战术犯错没问题 但战略上不能出错

腾讯拼多多昨发财报
两巨头业绩均超预期

长期以来，“壳资源”炒作为投
资者所热衷，而随着退市股的不
断增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
退。公开数据显示，在市场整体
上涨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两市
223只风险警示类股票中，有165
只出现了下跌，其中跌幅在30%

以上的达到 82只，占比接近一
半。沪深两市市值在 30亿元以
下的个股数量已经达到了 803
只，在注册制推行的背景下，“壳
资源”正在加速贬值。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认为，未来10年是A股市场

价值投资大发展的10年，业绩好、
盈利能够持续增长的公司的股权
价值会越来越高，而另一部分业绩
差或被经济转型淘汰的公司，会不
断地被边缘化甚至退市，这种分化
会越来越明显。他认为，伴随着注
册制在整个市场的实施，更多的新

经济企业会在A股上市，随着退市
制度的严格实施，符合退市条件的
公司逐渐退市，整个市场会形成一
个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投资者会
更加集中于优质股票，炒壳、炒绩
差股的情形会逐渐消失，更加注重
价值投资。

记者注意到，顶层设计方面，也
不断释放信号。根据此前出台的创
业板新规，原净利润连续亏损指标调
整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的复合指标，并新增“连续20个交易
日市值低于5亿元”的交易类退市指
标和“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存在重
大缺陷且未按期改正”的规范类退市
指标等。

同时，退市触发时间统一缩短为
两年，净利润退市指标由四年缩短至

“收入+净利润”退市指标的两年。
创业板还简化退市流程，取消暂停上
市和恢复上市环节，交易里退市不再
设置退市整理期，提升退市效率，优
化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停牌安排，保障
投资者交易权利。

日前，证监会召开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的意见》动员部署会，要求畅通
“出口关”，抓好退市制度改革落地
实施。贯彻落实关于退市制度改
革的部署和《意见》要求，严格退市
监管，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

明确交易所要切实承担主体责
任，各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加强协
作，坚决打击各类恶意规避退市行
为。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促进存量
上市公司风险有序出清。

此次暴风集团的退市，是今年来A股市场
退市脚步不断加快、新陈代谢功能显著增强的
典型案例。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A、B股
市场已先后有包括华锐风电、金亚科技等在内
的18家公司被摘牌，*ST凯迪等正处于退市整
理期，还有包括*ST康得等在内的多家公司存
在退市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退市和被摘牌的公司
中，“一元退市”这一标准发挥了显著作用。资料
显示，包括华锐风电、天广中茂、神雾环保等十余
家退市企业均触及了“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
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这一标准。

“这是投资者主动用脚投票的结果。”武汉科
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从过去
两年退市的情况来看，不少企业都是因为满足

“一元退市”标准而被赶出市场，退市效率显著提
高，退市周期显著缩短。这表明注册制改革和新
退市制度已经在改变整个A股市场的生态，投资
者的风险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过去热衷于对
垃圾股的炒作的情形已经逐渐消失，市场的优胜
劣汰和资源配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退市前夕的暴风集团股价较其 123.83元
（前复权）的历史最高价跌去99.77%，创出A股
新的下跌纪录。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此
前A股（包含已退市公司）跌幅最大的公司是已
退市的千山退，退市时股价为0.19元，较其历史
最高价76.29元（前复权）跌去99.75%。

从市值来看，暴风集团也是惨不忍睹，总市
值较巅峰时期蒸发掉407亿元，最终仅剩9227
万元，在已退市的A股公司中，仅高于S*ST金
荔、*ST长兴以及千山退。

而从2015年成为业内首家拆解VIE结构回
归 A股的公司，到如今负面信息缠身、无奈退
市，暴风集团的A股之旅不过短短五年时间。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暴风集团创出A股新下跌纪录

A股市场退市脚步加快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晶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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