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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光电股价“过山车” 前十股东牛散云集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北上资金风险偏好提升
电子股成市场风向标

“
华为”概念股、本部停产超 160 天
的天龙光电（
300029）本周备受关注，走
了一波过山车行情，在经历六连涨停后，
周四盘中大震荡， 周五则大部分时间封
死跌停，公司也受到深交所问询。
作为小市值股， 天龙光电备受牛散
青睐，纵观其近几年的前十大股东，可谓
牛散集中营。 知名牛散赵建平曾在 2015
年大牛市期间押注其中， 但其或亏损离
场；另外，有着“
长时间持股”风格的牛散
徐开东从 2013 年便介入天龙光电，但其
最新持股市值或成本线附近，并未获利。
在这波六连涨停行情中， 游资炒作
身影继续显现。有营业部精准踩点节奏，
一周时间或获利超 40%，不过也有营业
部席位吃到大跌。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5 月 24 日， 上证综指勉强收
涨，次新股活跃，汽车、燃料电池、风
电午后拉升。 在中美贸易升级背景
下，资金避险情绪高涨，互联互通市
场中， 北上资金周内净卖出合计
163 亿元，环比上周有所减少。 证券
时报·e 公司记者发现，虽然涉及中
美贸易争端的电子股标的遭净卖
出， 但是北上资金还是加仓了部分
龙头电子股标的。

股价“
过山车”
天龙光电从 5 月 15 日至 5 月 22 日，
连续 6 个交易日涨停，在大盘震荡下跌走势
中显得格外耀眼。 但在连续大涨之后，5 月
23 日天龙光电放量震荡全天成交 7.25 亿
元，换手 38.46%，5 月 24 日天龙光电直接跌
停开盘，之后有短暂反弹，便封死跌停。
天龙光电的过山车行情也备受市场
关注，并且公司被交易所关注问询。 5 月
23 日，深交所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结
合市场整体变化、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内
部经营等因素补充说明公司基本面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以及是否存在净资产为
负的风险； 补充说明公司及实控人是否
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
要知道，这是一家连续两次“
保壳”，
本部已经停产 161 天的公司。
天龙光电，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是
一家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研发生产企
业。 2009 年公司登陆创业板，并且曾因
光伏概念成为市场宠儿， 上市之初股价
一度涨至 38.49 元高位。
上市后的 2008 年至 2011 年天龙光
电业绩尚可， 盈利从不足 6000 万元增长
到接近 9000 万元。 但随着多晶硅等光伏
行业的产能过剩，2012 年起， 天龙光电的
利润大幅下滑，2012 年亏损高达 5.76 亿
元， 天龙光电从 2012 年开始， 始终保持
“
两年亏损、一年盈利”的步伐，已经两度
保壳”。 2018 年，天龙光电再度亏损，营业
“
收入 957.66 万元，同比减少 97.13%；归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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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为-1.36 亿元，同比减少 302.74%。
对于亏损，天龙光电表示，受光伏政策
影响，国内光伏企业装机需求持续低迷，产
品价格大幅下降，许多光伏企业缩减产能，
甚至停产停工。 而天龙光电便是停产企业
之一，2018 年 12 月 13 日， 公司发布停产
公告，公司本部生产线全部停产，只有子公
司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仍在生
产。 截至目前，天龙光电已经停产 161 天。
另外， 天龙光电员工也大量减少，
2018年年报显示，天龙光电的研发人员为
26 人，2017 年和 2016 年， 其研发人员分
别为 44 人与 57 人。 截至 2018 年年底，其
在职员工数为 180 名，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43.40%。 自 2018 年以来，公司先后有 9 名
董监高离职，其中 2018 年 12 月聘任的副
总经理兼董秘徐旭，今年 3 月辞职。
在困境之下， 天龙光电也表示正在
寻求业务转型， 并对外表示初步决定转
型中低端市场的半导体行业。 天龙光电
也被冠以“
华为概念股”，并在 5 月 15 日
开启连续涨停之路。

备受牛散青睐
天龙光电一度是 A 股市场中非 ST

两融资金
抄底海康威视卖出券商股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周五，A 股市场围绕前一交易日收
盘点位小幅震荡，成交量大幅萎缩，沪市
成交仅 1627 亿元， 创 2 月 13 日以来新
低，深市成交 2182 亿元，也创同期新低。
两市合计成交 3809 亿元，创大盘调整以
来最小成交量， 仅为 3 月初高峰期的三
成。这显示市场谨慎气氛较浓郁，向上动
能不足。

银行股拉升
另一方面， 银行股盘中一度大幅上
涨， 紫金银行在 10 点 50 分左右突然放
巨量直线拉升， 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封
涨停。青农商行、青岛银行、西安银行、南
京银行等涨幅居前。 银行股的异动也说
明大盘向下的空间也不大。
目前， 投资者最担心莫过于贸易摩
擦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
响，而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最严重、 最频繁的时
期，汽车、钢铁、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出口
限制，以及著名的广场协议、超级 301 调
查等均是出在这个时期。 但日本股市反
而加速上涨，屡创历史新高。 直到 90 年
代初日本自身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进而
带动经济下滑， 才扼制住了日股的上涨
势头。
资金方面，市场资金继续在流失，但
由于 MSCI 将 A 股纳入比例从 5%提升
到 10%的最终生效日（
5 月 28 日）日益
临近， 被动资金往往在生效日前一段时
间完成调仓，因此，北上资金大幅流出的
局面周五得到部分缓解， 净流出额大幅
减少，仅为 16 亿元，这也是近 7 个交易
日净流出最少的一日， 也是净流出额唯
一低于 20 亿元的一日。
本周融资余额也继续减少 38 亿元，
连续第 5 周减少，5 月以来融资余额合计

减少 318 亿元。 但流出力度开始减弱，由
4 月开始三周的净流出 214 亿元减少到
183 亿元、98 亿元，再到本周的 38 亿元。
本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仅 3 个行
业获得融资资金的净流入。 由于美国不
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限制，芯片、软
件等电子相关产业国产替代预期强烈。
这使得电子行业本周获得融资资金的高
度青睐，净流入 3.67 亿元，电气设备行
业也获得 1.31 亿元净流入。 在市场震荡
之际， 作为最佳防御的食品饮料行业也
获得 871 万元的融资资金净流入。
由于行情低迷，成交量不断萎缩，券
商盈利前景再次逆转， 这致使本周以券
商为代表的非银金融行业融资余额大幅
减少逾 14 亿元，成为本周“
失血”最严重
的行业。 银行与化工两行业本周融资余
额 也 减 少 10 亿 元 以 上 ， 分 别 净 流 出
13.64 亿元、11.36 亿元。

融资盘抄底海康威视
美国商务部可能要求美国企业获得
政府批准才能向海康威视供应零部件，
以此限制海康威视获得其设备所需相关
技术。这导致海康威视本周大幅下挫，北
上资金在上周刚刚加仓海康威视近 7 亿
元，本周又大额亏本卖出，持仓市值骤减
近 57 亿元。但作为内资代表的两融资金
本周却大额净买入 5.73 亿元，成为本周
融资资金净流入最多的个股。宁波韵升、
中国软件、新和成、北方稀土等 13 只股
也获得超亿元的融资资金净流入。
前期涨幅巨大的浙江龙盛本周继续
被融资资金大幅卖出 3.56 亿元，成为本周
融资资金净流出最多的个股，也是其连续
第 5 周净流出。 随着人造肉概念炒作的退
潮，大北农本周被融资资金净卖出 3.02 亿
元，为本周净流出第二多的个股。 中信证
券、农业银行、中国平安、海通证券等 21
只股也被融资资金净卖出超亿元。

股的市值最小者， 在本次六连涨停之前
的 5 月 14 日， 其市值仅为 10.14 亿元。
作为小市值公司， 天龙光电一直备受牛
散青睐。
纵观天龙光电近几年十大股东，可
谓牛散云集，而且风云变幻。天龙光电在
本次连续
2018 年下半年至 5 月 14 日 （
涨停前）， 其股价一直在 5 元上下浮动，
并且在今年 1 月 31 日和 2018 年 10 月
19 日出 4.22 元和 4.25 元阶段性低价。
最新的 2019 年一季报显示，天龙光
电的前十大股东中， 除了控股股东常州
诺亚科技和中央汇金为机构外， 其余全
为自然人股东，包括徐开东、冯金生、孙
渝、苏喜、张祥林、李国风、刘亮鑫、魏凤
英等，其中冯金生为天龙光电创始人、前
董事长外，其余多为 A 股牛散，且不乏
A 股知名牛散。
近几年天龙光电可谓一直备受牛散
偏爱，徐开东、苏喜等均是在 2013 年一
季报中新进为天龙光电前十大股东，刘
亮鑫则是在 2014 年中报中新进天龙光
电前十大股东， 之后三人从未缺席。 另
外，知名牛散赵建平也曾在 2015 年一季
报至 2016 年一季报中连续出现在天龙
光电前十大流通股东中。
徐开东为 A 股知名牛散， 据公开统
计资料，其最早的持股记录是在 2008 年，
最初偏爱“
吃药喝酒”，并据此成功获利过
亿， 后来通过对资产重组的成功押注，又
创下了 4 年净赚 5 亿元的惊人回报。 市场
曾总结其投资风格为：喜欢低价股；持股
时间长；热衷选择在行业低谷或是在公司
最坏的时期入驻；青睐有“
故事”的个股；
并喜欢反复操作同一只个股。
在天龙光电的投资上， 也反映了徐
开东的投资风格。徐开东 2013 年一季度
末持有天龙光电 118.22 万股，之后徐开
东在 2013 年二季度（
增持 61.78 万股），
增持 235 万股），2015 年
2014 年三季度（
二季度（
增持 109.72 万股），2017 年一季
度 （
增持 14.48 万股）、 二季度 （
增持

增持 7.6 万股），
18.81 万股）、 三季度 （
增持 4.4 万股）、四季度
2018 年三季度（
（
增持 35 万股）等，多次增持天龙光电股
票， 仅在 2015 年一季度少量减持 9626
股。 截至 2018 年末，徐开东持有天龙光
电股票增加至 666.58 万股， 持股比例
3.33%，并在 2019 年一季度末持股不变，
且超越天龙光电创始人、 前董事长冯金
生，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仅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计算，证券
时报·e 公司记者以其每个增持区间股
价中位数粗略统计，徐开东在天龙光电
的持股成本约在 5600 万元， 当然如果
其每次都是在区间价格较低位置买入
则持股成本更低。 如果其在今年二季度
依然未减持，则其最新持股市值约 5479
万元，略有亏损，但在天龙光电 5 月 23
日创出阶段性新高 9.89 元之时，其持股
市值曾一度达到 6592 万元， 浮盈或近
千万元。
另外，知名牛散赵建平在 2015 年一
季报中持有 120 万股天龙光电， 新进为
第七大股东。 之后赵建平又在 2015 年二
季度增持 230 万股，2015 年第三季度减
持 50 万股，2016 年一季度减持 100 万
股，并在 2016 年中报中消失在前十大股
东行列。 如果仅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来
看，在 2015 年那波牛市中，赵建平在天
龙光电上或许小亏数百万元出局。
仅以 天 龙 光 电 2019 年 一 季 报 中
的牛散来说， 张祥林踩点较为精准，
其 在 2019 年 一 季 度 末 持 有 天 龙 光 电
252.99 万股，持股占比 1.26%，新进为
天龙光电第六大股东。 其所持股票
2019 年 一 季 度 末 市 值 为 1483 万 元 ，
若张祥林仍未卖出以最新收盘价
8.22 元 计 算 ， 其 持 股 天 龙 光 电 最 新 市
值 为 2080 万 元 ，2019 年 二 季 度 以 来
浮盈约 600 万元。 而在天龙光电股价
在 5 月 23 日创出阶段性新高 9.89 元
来算，张祥林持股市值曾高达 2505 万
元，浮盈曾超 1000 万元。

从数据统计来看， 北上资金进
入了“
黑色 5 月”，月内累计净卖出
527 亿元， 已经创下了互联互通机
制运行以来单月净卖出最高纪录。
不过，最新统计显示，北上资金周内
净卖出金额有所收窄， 从前一周
190 亿元环比降至本周 163 亿元。
进一步来看，深股通替代沪股通
成为主要资金失血点，期间通过深市
通道累计净卖出约 102 亿元，远超过
沪股通金额， 而且后者在 5 月 24 日
当天实现反转，获微量净买入。
相比，北上资金持续套利，南下
资金保持稳步加仓， 只是金额环比
上周几乎减半，降至约 57 亿港元。
方正证券分析师胡国鹏也指
出，从外资流向的决定因素来看，人
民币汇率和全球市场风险偏好均能
影响外资流向， 但汇率作用更为明
显， 原因在于贸易摩擦的走向决定
了人民币汇率， 进而影响人民币资
产的预期收益和外资的行为。
据统计，贸易争端升级后，逆周
期的相关行业如纺织服装、 电气设
备、 传媒以及景气较好的农林牧渔、
建筑材料、通信等行业获外资逆周期
配置；相比，大幅流出主要集中在食
品饮料、银行等行业，特别是外资在
一季度流入最多的行业，成为基本上
是贸易争端升级后流出最多行业，全
年来看依然是大幅流入的格局。
5 月份，A 股将迎来多个国际化
进程标志事件。 继 MSCI 迎来年内 A
股首轮扩容后，全球第二大国际指数
公司富时罗素也将在 5 月 25 日确认
纳入 A 股第一阶段个股名单。
据介绍， 该指数在去年 9 月份
宣布纳入 A 股，将以沪、深股通标
的为基础从 2019 年 6 月到 2020 年
3 月分三步纳入，第一阶段完成后，
A 股将在富时新兴市场指数中占
5.5%的权重，预计吸引 100 亿美元
的被动资金净流入。
不过， 富时罗素亚洲区董事总
经理白美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
希望外资持股 30%比例限制可以

放开，纳入后很容易突破限制。
从市场表现来看， 自去年宣布
纳入后，富时中国 A50 至今整体收
涨， 在今年 4 月中下旬累计涨幅一
度达到 17%，随后震荡下调。 不过，
近期互联互通市场持续净卖出 A
股，即便上周 MSCI 顺利扩容，北上
资金也并未出现立即加仓趋势。
广发证券分析师廖凌指出，外
资流出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复苏
预期从一季度后半段的“
极度乐观”
转为“
平淡”，而流动性宽松预期有
所降温；加上中美贸易形势恶化，降
低对出口增长预期和市场风险偏
好，以及人民币再次出现“
快贬”。

电子股逆势加仓
在中美贸易纷争升级局势下，
多家中国高科技公司被传将会纳入
美方出口管制名单， 所涉及公司从
海康威视、 大华股份扩大到美亚柏
科和科大讯飞等。 涉事上市公司也
纷纷作出回应，表示消息待核实，期
望得到美国政府公平、公正的对待，
并介绍公司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拥
有极端情况下应对方案。
申万）半
盘面上看，本周以来（
导体板块表现活跃。 日前财政部、税
务总局发布公告， 给予集成电路设
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芯
片国产化概念启动，5 月 23 日润欣
科技、富满电子、长电科技等涨停，
不过，当天 Wind 国产芯片化指数最
终以微跌收盘，次日跌幅环比扩大。
从成交活跃股看， 北上资金谨慎
规避了可能遭美方限制的互通标的。 5
月 22 日海康威视曝出可能遭美方出
口限制调查当天， 北上资金净卖出该
股 13 亿元， 创下其单日成交最高纪
录，23 日、24 日继续遭净卖出，中兴通
讯、大华股份等近日也遭净卖出。
另一方面， 北上资金也在抄底
部分电子股标的，逆势抢筹。5 月 23
日立讯精密股价跌破 20 元，北上资
金净买入立讯精密， 在当天成交活
跃股中力度最大，24 日公司股价收
涨，北上资金则转手净卖出。
另据证券时报·e 公司数据库
统计，从上周五至本周四，北上资金
增持了多家电子股标的， 其中京东
方 A 获增持力度做大， 约 1.68 亿
元，生益科技、东山精密、汇顶科技
以及深南电路等各获增持超过
6000 万元，另外，中国联通也获增
持约 8862 万元。

东阿阿胶首度回购股份 斥资不超15亿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5 月 24 日 晚 间 ， 东 阿 阿 胶
(000423)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不低
于 7.5 亿元且不超过 15 亿元的自有
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 45 元/股，回购
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12 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

斥资不超15亿元
据公司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5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45 元/股进行
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预计最大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333 万股，约占本
公司截至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5.10%。
就在本次回购出炉之前， 经公司
自查，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投
资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2019 年 5
月 10 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入
公司股份 1306.38 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达到 2%。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查询历史
公告发现， 本次回购系东阿阿胶自上

市以来首次回购股份。 而本次回购
出现的背景， 则是公司一季报业绩
出现骤降， 股价也随之出现大幅下
跌的情形。
4 月 29 日晚间，东阿阿胶披露了
2019 年一季报， 公司当季实现营收
12.92 亿元同比下降 23.83%； 实现净
利润 3.93 亿元，同比下降 35.48%。 记
者注意到，东阿阿胶自上市以来，此前
从未出现过单季净利润下降超过
30%的情况。
就在这一业绩出炉后首个交易日
（
4 月 30 日），东阿阿胶股价以跌停开
盘， 后随小幅上扬， 但收盘仍下跌
7.22%。 一季报披露至今，东阿阿胶股
价累计下跌逾 15%。

产品“提价不增利”
此前， 东阿阿胶一直以稳定增长
业绩著称，同时拥有极强的护城河，与
云南白药、片仔癀等中药企业一样，成
为颇受价值投资者欢迎的白马股。
另外， 东阿阿胶在阿胶行业内独
占鳌头的龙头效应，也为其增色不少。
据称，东阿阿胶有百道工艺，历经千年
历练传承，被国家列为保密工艺，这也

使得东阿阿胶具有很强的行业定价权。
自 2010 年以来，东阿阿胶已经十多
次上调产品出厂价格， 调价产品涉及东
阿阿胶、复方阿胶浆、桃花姬阿胶糕等多
个重点产品， 其中尤其以核心产品东阿
阿胶调价次数最多。
但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年，虽然东阿
阿胶每一年都进行了产品价格上调，但调
价对公司业绩带来的拉动效应似乎越来
越小了。 从 2015 年-2018 年的业绩情况
来看，公司净利润增幅分别为 19%、14%、
10.36%、1.98%，呈现出逐年收窄的趋势。
其中以 2018 年为例，公司此前曾经
于 2017 年 11 月宣布， 将重点产品东阿
阿胶、 复方阿胶浆出厂价分别上调
10%、5%，零售价亦做相应调整。 按照市
场分析，2018 年公司有望充分享受调价
带来的业绩增长， 但实际情况却不及预
期， 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增长仅为
1.98%，扣非净利润甚至还出现了 2.32%
的下滑。
事实上，就在 2018 年 12 月，公司又
将重点产品东阿阿胶的出厂价上调了
6%，但进入 2019 年一季度，公司却出现
了 35.48%的业绩下滑。
对于公司 2018 年业绩增长不及往
期的原因，华创证券研报称，一是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我国消费增速放缓，使公
司“
价值回归”战略受阻；二是市场对“
阿
胶到底值不值”的讨论愈演愈烈，使公司
药用价值和功效受到影响。 上述原因使
得阿胶系列产品单价、 销量增速均大幅
放缓。
中泰证券表示，2018 年是东阿阿胶
重塑之年”，对产品渠道等进行了重
的“
大调整，其中复方阿胶浆受影响较大，出
厂量下滑。 而华泰证券也将 2018 年视为
公司艰难调整的一年， 认为阿胶浆增长
乏力，经营策略仍须调整。
华泰证券研报称，阿胶浆 2014 年退
出医院渠道、 大幅提价拓展 OTC 渠道，
收入高速增长， 但其背后的增长更多是
依靠重金（
单品价格高、扣率高）推广，增
量需求也多来自赠礼。 长期来看，如何提
高阿胶浆的市场教育、复购率、自用需求
仍须探索。
东阿阿胶在 2018 年年报中指出，由
于农业机械化和运输机械化的提高，及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国内毛驴的存栏量
逐年下降。 同时，毛驴规模化养殖进程较
慢，将会导致阿胶原料驴皮价格的波动。
上游原料供给与下游市场需求的矛盾将
继续存在， 驴皮原料紧缺仍是制约公司
发展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