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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无奈割肉是突遭不幸，那

么， 如今看着摘帽的ST股股价飞涨却无

能为力的多数散户就显得格外悲催。

“一般来说，散户炒作ST股基本套路

都是研究有可能重组或者摘帽的个股，对

其进行潜伏，长期持股，等待利好兑现，而

游资把握ST股都是在一些摘帽前后时点

炒作。换句话说，活跃的游资可以凭借其

信息优势以及资金优势发动炒作，而等待

利好兑现的散户如果提前出局，是很难买

回来的”，有市场人士如是分析。

该市场人士还指出， 此前政策从紧

大家都嗅到了监管层要严厉管制ST 板

块，对恶炒ST股进行降温，逐渐将ST股边

缘化，让资金回归到理性的价值投资，因

此诸多游资也选择了出逃。 此次中报后

的摘帽潮是由于宽松的摘帽细则大大出

乎市场预料， 这个时候散户肯定是反映

不过来的， 疯狂炒作的还是那些凶猛的

游资，所以“一紧一松”的ST政策，最为

受伤、 利益损害最大的就是普通的中小

投资者。

记者发现，要想摘帽后再抢ST股，确

实比登天还难。

8月22日，安彩高科摘帽“一”字涨

停，在其当日的买入席位中，仅上榜湘财

证券上海共和新路一家营业部， 其买入

金额也仅为69.42万元，8月23日， 安彩高

科继续涨停，而抢入该股的资金更少，买

入最多的光大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

的买入金额仅有16.83万元，而买入前5名

席位累计买入金额还低于8月22日湘财

证券一家营业部的买入金额。不难看出，

摘帽ST股“一股难求”。

成都商报记者 刘明涛

对摘帽新规而引发的僵尸股摘帽

潮，以及同时引发的爆炒垃圾股风潮，经

济学家华生等业内专家和数位基金经理

普遍持反对态度， 认为这与监管层推出

的新政的宗旨相悖，取消僵尸股的

ST

标

志会加大投资者风险， 助长市场的投机

炒作风气，最终给证券市场带来恶果。

学者专家：有悖于新政精神

看着梅雁水电这类僵尸股“复活”涨

停，一些市场专家颇为感慨。

华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

人为干涉， 实际上是加大了市场的投机

性质，监管层确实应该反思。”

华生还指出，“其实政策最好是保持

稳定性，一会收紧规则让股价大跌，一会

放松规则又导致股价大规模上涨， 这就

进一步与我们的目的相违背， 我们的目

的就是让

ST

股边缘化、 垃圾股边缘化，

而现在这种情形， 却证明了炒垃圾股是

最有价值的，所以说，这就与我们的整个

投资价值理念相反。”

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博士也告诉记

者，“这会对整个交易所信用产生很大的

打击，因为一开始交易所是为了提高市场

效率，而现在

ST

股这一块，与提倡投资精

神是相违背的，这对市场建立准确的投资

理念是很不利的。就算有例如为防止大规

模退市引起社会不安这样的理由，但这不

能作为大幅修改摘帽规则的缘由。”

基金机构：规则放宽不合理

除了采访专家学者， 记者也采访了

一些公募、私募，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

普遍认为， 因为规则放宽导致突如其来

的摘帽潮， 这对投资者是一种不负责任

的行为。

一长期跟踪研究

ST

股的业内人士

表示，“只要符合上市规则里面的那些

ST

股，都在批量摘帽，往年那些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以后还是亏损严重的， 盈利

能力不行的，都没有批，但现在都是批量

获批，只要敢申请就敢批准，这肯定不合

理。 从现在申请摘帽的

ST

公司来看，有

一大堆都是

ST

里的僵尸股，如今让他们

摘帽， 很可能让中小散户未来难以看出

公司的质地和风险， 这是对普通投资者

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人士指出，“今

年推出退市制度， 就是为了让僵尸股、垃

圾股、毫无投资价值的个股退市，该下就

下，池子不再只进水不放水，这也是为什

么当时市场叫好的原因。但是现在这个最

新上市规则对摘帽条件放宽后，让很多僵

尸股都摘帽了，那么这些个股不论业绩好

坏，只要能把业绩做正，就不会退市，这样

的话退市制度的功效也可能随之减小。”

一不愿具名的基金经理也告诉记

者，“当初大家撤离

ST

股，说明都知道

ST

股的风险在哪， 规则从紧也让资金一度

对炒作

ST

变得谨慎，但是新规放松摘帽

条件， 让更多的

ST

股甚至是垃圾股摘

帽， 让这些公司成功摘帽， 实在有失合

理，不仅助长了投机资金的投机心理，也

加大了投资者未来投资难度， 将很容易

触碰业绩地雷。”

综合业内的观点， 证监会新主席郭

树清上任后，大刀阔斧改革，包括新股发

行改革、强制分红新政、倡导价值投资、

推出退市制度……其方向就是要让投资

者认识到蓝筹股、绩优股的投资价值，更

加理性地投资股市，同时健全退出机制，

让不合格的公司退市， 减少甚至是杜绝

垃圾股炒作。然而，上交所最新股票上市

规则放宽了

ST

股摘帽条件以及加快审

核摘帽申请， 导致大量的僵尸股奇迹般

摘帽，以“正常”的身份进行交易，这与监

管层所推新政的宗旨相悖。

成都商报记者 刘明涛

当上证所取消“扣除非经常性收益

后净利润为正值”这一个条件，束缚ST

股摘帽的最大约束消失了。 这意味着上

市公司可以通过非经常性收益将利润做

正，满足摘帽条件。

会计游戏无法改变基本面

“无论是债务重组，处置资产，甚至

是关联方之间的利益输送， 都可以比较

容易地做到。 企业不管实行哪一种交易

规则，只要在监管范围内，ST公司都可以

凭此进行财务安排，甚至说严重一点，进

行会计数字游戏。如果主业半死不活，美

丽的净利润无法掩盖公司本身已经进入

垃圾股的事实。但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因

为监管规则和ST公司之间的博弈永远存

在。”著名会计专家马靖昊如此表示。

具体来说， 通过会计操作实现账面

盈利，进而摘帽的路径有3条。

路径一：债务重组

许多ST公司由于经营不善， 经年累

计下来会留下一大堆债务无力归还。这

些债务往往成为保壳的拦路虎。 而现在

债务重组成为ST公司摘帽的一条捷径。

*ST宝硕（600155）2011年确认债务

重组收益22.90亿元后, 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65亿元，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亏损5110.06万元。

*ST宝硕仍处于资不抵债（

即净资

产为负数

）状态，因此无法在近期摘帽。

不过，考虑到实现债务收益的同时，也同

样会增厚公司净资产，只要*ST宝硕能继

续推进债务重组， 那么公司摘帽也是迟

早的事情。

路径二：变卖资产

虽然许多公司的经营举步维艰，但

这往往是因为生产线过时、 市场开拓不

力等原因。不过，许多公司同时还拥有不

少优质资产。将这些资产卖个好价钱，也

可以帮助沪市ST股保壳甚至摘帽。

ST股卖资产的例子有很多。 但要形

成巨额收益，往往靠卖地、卖厂房或卖赚

钱的子公司。

2011年，ST新材（600299）实现净利

润7155.85万元， 但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亏损却高达2.4亿元。 固定资产处置利

得2.97亿元， 占公司当年营业外收入的

88% 。

ST新材2010年、2011年均实现盈利，

主营业务收入也达到百亿元规模， 且每

股净资产达到5.26元。尽管今年一季度公

司出现巨亏，但在上交所新规下，ST新材

摘帽的可能性非常大。

路径三：政府补助

在中国， 上市公司通常是地方政府

重点关照的对象。

*ST金顶（600678）目前因重整而停

牌，虽然由于净资产为负摘牌无望，但在

上交所实行新上市规则后，*ST金顶似乎

也迎来一丝生机。

2011年*ST金顶实现净利润3483.70

万元，但扣除非经常性收益后亏损2.07亿

元。出售子公司股权转回超额亏损、债务

重组、政府补助三管齐下，是*ST金顶净

利润为正的关键。

成都商报记者 王砚丹

“当初是你要甩卖， 甩卖就甩

卖， 现在又要用真金把我买回来，

摘帽不是你想买， 说买就能买

……”如今，一首改编的神曲《爱

情买卖》流传在大街小巷，股民以

一种诙谐的歌唱模式抒发着自己

内心的苦闷。 短短不足一月时间，

当初不计成本地甩卖遭打压的ST

股的股民，眼下看着卖出后因纷纷

摘帽而不断涨停的股票，苦水只能

往自己肚子里咽。

7月底，《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

股票交易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一经

发布，立时打破了ST板块的宁静，成片ST

股趴在跌停板上，少则数十只，多则过百

只，一场灾难性暴跌就此降临。

7月30日至8月1日，对ST股来说，可谓

是灾难性的三天，*ST华光、*ST能山、ST

东热、ST安彩等

（现更名安彩高科）

等超过

50只ST股连续3个交易日跌停， 累计跌幅

超过15% 。而ST安彩、ST梅雁

（现更名梅雁

水电）

等更是在暴跌后，创出阶段新低。

股价暴跌让投资者对ST股的炒作产

生恐惧心理。不过，由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取消了

摘帽必须“扣非后净利润为正”这一严厉

条款，部分ST公司成功摘帽。梅雁水电借

此摘帽后，连续三个交易日“一”字涨停，

昨日报收2.13元， 较前期1.55元的新低上

涨37% ； 精伦电子也是凭借摘帽题材，一

路上扬。

半个月前股价创阶段新低，半个月后

股价又创阶段新高，ST股因规则变化而无

厘头急跌急涨，令不少割肉散户损失惨重。

垃圾股成投机天堂

“报告，上海资金撤离ST股。”

“报告，广深地区资金顺利撤离ST股。”

“报告，四川、新疆、重庆、天津、山东

5地资金均已离开ST股阵地！”

如同打仗般撤离，极其悲壮。政策突

然收紧，让投资者阵脚大乱，凡是手中持

有ST股的， 不论是中小散户还是江湖大

佬，都选择了“斩仓”！

成都商报记者统计8月1日沪深两市

公开交易信息发现，仅这一天，就有76只

ST股现身龙虎榜， 一张资金跑路图就此

揭开。

由于*ST长油股价逼近1元的退市红

线，7月30日至8月1日， 每天都能看到无

数的卖单压在跌停板上， 投资者只有一

个想法，那就是出逃，不论亏多少也要斩

仓。 也正是在这种交易思维的左右下，

*ST长油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

龙虎榜显示，银河证券广州天河北路

无疑是最幸运的， 三个交易日累计卖出

1195.27万元， 几乎占了该股三天累计成

交金额的一半， 而方正证券杭州中河中

路、中信证券天津大港、广发证券上海民

生路以及宏源昌吉延安北路四地营业部

也都侥幸成交，成交金额最少的宏源昌吉

延安北路营业部卖出65.04万元。

*ST长油仅是全国各地资金逃离ST

股的缩影。在这地狱般的三个交易日里，

国金证券成都蜀都大道、 银河证券成都

北二环路、 华西证券成都东一环路等川

内资金， 大幅抛售福日电子、*ST宝硕、

*ST通葡(

现更名通葡股份

)；齐鲁证券上

海苗圃路、恒泰上海博山东路、东吴证券

上海奉贤环城东路、 中信证券上海浦东

大路、 申银万国上海营口路的上海本地

资金则主要抛售*ST二纺、ST博通、*ST

星美等ST股，而最为活跃的深圳游资，则

几乎现身所有ST股卖出席位。

规则收紧 投资者被迫割肉ST

规则放松 摘帽潮后一股难求

专家：新规则让ST股摘帽成会计游戏

摘帽新规

与郭树清新政相悖

股民苦

规则反复无常 ST股急跌急涨

紧

股民苦

松

规则解析

专家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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