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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摘牌潮涌
年内已有102家公司离场

经过此前的五连跌后，昨天A股
市场终于迎来弱势反弹。最终沪指上
涨1.92点，以3080.53点报收。昨天，大
盘并未收上年线，感觉反弹力度也很
弱。但无论如何，这根小阳线是否吹响
了多方掀起反攻的号角？大盘究竟要
跌到何处，多方才会迎来背水一战？

昨天跌停个股数量比前日明显减
少，而且最终指数也总算结束五连跌，
实现了弱势反弹。另外，在连续多日没
有热点的情况下，昨天市场也总算出
现了新的热点，这就是电力板块。

然而，面对前期大跌超过200点，
昨天这么一点点反弹，显然大家是无
法满足的。此前的大跌给投资者带来
的痛，也是很难因为昨天的弱势反弹
而有所缓解。

记得今年年初，达哥在道达号（微
信号：daoda1997）的《少数派报告》文章
中，曾经对2017年的行情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首先，沪指会再次冲击3300点
区域，但会遇到较大阻力。其次，由于
新股发行加快，将会导致壳资源股“贬
值”，也必然挤出中小盘股票的价格泡
沫。现在看，达哥年初时对市场做出的
判断，如今都得到了市场的应验。如果
在年初时，大家能够对市场有一个比
较清晰的认识，然后严格执行到实际
操作中，始终控制好仓位，我想，即便
是个股没选好，也不会太痛吧。

最后说一下对后市的看法。昨天，
沪指最终收在 3080 点。接下来，大盘
在3050点附近，估计会有反复折腾的
过程，但能否守得住，不敢保证。不过，
如果大盘继续向下，那么3000点区间
就是一个更为关键的点位，多方必须
要背水一战。如果能够守住 3000 点，
那么形势可能会稍好一些。但是，如果
3000点都被有效跌破了，对多方而言
就将非常被动了。 （张道达）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新能源车仍然是一种新鲜事
物，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顾
虑。比如，加速会不会太肉，
充电是否方便，性能是否不
如传统燃油SUV⋯⋯等等。
如果了解过宋DM后，这些顾
虑都可以打消了。

宋DM百公里加速仅为
4.9秒，而目前百公里加速跑
进5秒内的车型大都是诸如
宝马M系，奔驰AMG系列，
以及超跑等豪车，以及豪华
品牌的插电混合动力车型。

作为SUV，四驱性能是必
须考量的要素。宋DM搭载的
全时电四驱技术，不仅适应山
路、雪地、沙地、涉水等全地形
全路况，更重要的是，电四驱的
响应速度比机械四驱快十倍，

能够及时有效地防止爆胎、制
动失灵、侧翻等突发危急状况，
重新定义了行车安全。

在智能、互联配置等方
面，宋DM的配置非常贴合年
轻用户需求。除了大家熟悉的
CarPad多媒体系统、360°全
景影像、PM2.5绿净系统外，还
增加了遥控驾驶功能以及智
能云服务等。还能在手机上对
汽车直接进行控制。
宋DM上市对20万级别

SUV市场形成了强有力的冲
击，是同价位燃油车的有力
竞争者。在四驱、加速性能、
配置、价格等方面给用户带
来越级惊喜；宋DM是比亚
迪“542”战略的重点车型，
百公里加速达4.9s，媲美百万
级豪车。 (张煜)

买比亚迪宋DM
开车五年不用花钱

开车五年
不用花钱！这可
真不是骗人的。
今年上海

国际车展期间，
多个品牌发布
了新能源汽车。
其中，比亚迪发
布的宋DM双
模混动和宋EV
纯电动车成为
吸睛的两款新
能源车。为什
么？因为这两款
车从价格到技
术再到使用成
本，全方位打破
了以往人们对
于 新 能 源 车
“比燃油车贵，
不划算，不适合
长距离使用”
的老观点。

七减八扣
买17.99万的宋DM等于只花了6.99万

比亚迪宋DM和宋EV上市不久，一位上海网友
以宋DM为便算了一笔账，结果惊人。

宋DM享受国家补贴后的全国统一价为17.99
万元—20.99万元。目前前1万名购买这款车，就可
以享受1万元的生态礼包。如果购买17.99万元的
车，插电式新能源车上牌可以省至少1.1万元购置
税和8.9万元沪牌费。相比购买传统燃油车，等于省
了11万元。

在上海买一辆车价17.99万元的宋DM所花费
的钱，和购买一辆6.99万元传统燃油车的花费一
样。换个角度想，买17.99万元的宋DM，等于只花了
6.99万元。

成都不限牌，上牌没有“沪牌
费”，很明显在成都购买宋DM所省
的钱没有上海网友多。但是，一位成
都网友也算了一笔账。

先算购车上牌环节，减去1万
元的生态礼包和至少1.1万元购置税
之后，成都车主至少也能省2.1万元。
1万元生态礼包即价值1万元的电
费，能充1万6千6百度电，行驶超过8
万公里，相当于5年开车行驶里程。

再算用车环节。比亚迪宋DM
属于插电式混动车型，纯电模式下
可行驶里程已经提升到80公里。80
公里相当于从成都市中心到青白江

区行驶一个来回，还绰绰有余；80公
里相当于跑三环路一整圈外加二环
路一整圈的距离。所以每天上下班
基本上可以在纯电模式下解决。
如果买一台燃油车，每天行驶

50公里，一年行驶1万多公里，油费
大概是1万元，5年就是5万元，这是
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宋DM的车主
用车的五年时间里等于省了5万元。
宋DM、宋EV300不仅定价超给

力，比亚迪还给予首批1万名用户各
1万元的电费，能充1万6千6百度电，
行驶超过8万公里，相当于5年开车
行驶里程。

啥？

买比亚迪宋DM 五年省出5万元

20万级更快 宋DM性能叫板豪车

广告

背水一战
即将来临

虽然按照股转系统规定，新三板年报披
露时间已截止，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
到，截至5月8日，仍有533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未披露 2016 年年报。按照规定，如果在 6
月30日前，这些公司仍未披露2016年年报，
则将被股转系统强制摘牌。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注意到，上周新三板
摘牌公司达到23家，创下单周摘牌数量之最。
截至5月5日，据可查询到的数据，新三板成
立以来共有193家挂牌企业摘牌，其中有102
家是在今年“离场”的。此外，还有一大批公司
正在“赶往”摘牌的路上。据不完全统计，4月
下旬至今，约有33家公司发布了拟摘牌公告。

平均“板龄”不足1.4年

记者注意到，2016 年上半年，几乎每天
都有大量公司挂牌新三板，而摘牌公司则屈
指可数，半年内只有9家。到了下半年，新三
板继续扩容，但摘牌公司也骤然增多，达到
了 47 家，2016 年全年共计有 56 家挂牌企业
离开了新三板。

进入2017年，摘牌公司数量更是与日俱
增。尤其是进入3月份以后，每月摘牌的公司
数量都多达二三十家。仅 3 月 21 日这天，就
有10家公司同时离开新三板。而在上周的四
个交易日里，又有23家公司摘牌，创下单月
摘牌量新高。

总的来看，截5月5日，新三板年内共有
81个交易日，在其中35个交易日里，股转系
统共发布了102家公司终止挂牌的通告，含
11家创新层企业。也就是说，今年离开新三

板的公司数量已是去年的近两倍。其中，部
分公司是为了备战A股IPO。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摘牌的102家挂牌
公司中，在 2016 年和 2015 年挂牌的企业占
到了九成以上，其中有31家公司挂牌时间不
到一年，大多数公司的挂牌时间在1~2年，总
体平均挂牌492天，不足1.4年。

摘牌原因趋向多样化

除了已摘牌的102家公司外，记者注意
到，还有一大批公司正在前往摘牌的路上。
据不完全统计，4月下旬至今，起码有33家公
司发布了拟摘牌公告。而转板上市无疑是市
场传统认识里，这些公司离开新三板的最大
诱因之一。

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起
码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有IPO计划或者被并
购的摘牌企业比重远低于往年。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在今年的102家摘牌公司中，因被
并购导致摘牌的仅有10例，不足一成；明确
在公告中表示出有IPO计划的企业有7家；
另外还有3家企业已成功登陆A股。也就是
说，直接、间接或有意去A股的仅有20家企
业，占比不足两成。

就今年而言，目前 19.6%的“转板”摘牌
比例，显然逊色于以往。这或许从另一方面
说明，摘牌原因已开始趋向多样化。

“有进有出是一个好现象”

除了转战 IPO、被上市公司收购外，公

司发展战略调整、挂牌成本与收益不匹
配、政策受限等因素，也成为企业选择摘
牌的原因。

此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
今年摘牌的企业中，有七成表示是为了“配
合公司战略调整和发展需求”。不过，有业内
人士指出，一些公司表面上是因为公司战略
调整摘牌，但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维持挂牌
的各项成本压力较大。

据北京中会仁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丁会
仁介绍，除挂牌前的一次性费用外，新三板
挂牌企业在挂牌后还会按年度向主办券
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股转系统、
中国结算等机构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企
业规模大小不同，费用也不等，平均在三五
十万左右。

所有的挂牌公司都会面对挂牌成本，但
对于那些挂牌后既没有融资也没有交易的
公司来说，付出与收益未免不成正比。“新三
板有进有出是一个好现象，好企业做大做
强，劣质企业被淘汰。”丁会仁进一步指出，
部分企业在挂牌时有包装过的痕迹，现在为
了规避风险，也有可能寻求主动退出。

“无论是走还是留，只要还有优质的公
司在，这个市场始终会有价值。”在中陆金粟
（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锐看来，
去IPO的新三板公司一般来说固然优质，但
并不意味着留下的公司就没有投资价值，一
些项目往往在初期是看不懂的，但是发展空
间很大。余锐认为，新三板有着自己的定位
和特点，在这个市场中，有很多好的项目和
好的商业模式。 （每日经济新闻）

进入5月以后，恒生指数就开始阴跌、盘
整，似乎要应了“五穷六绝七翻身”这句老话。
但在5月9日，恒生指数尾盘开始发力，一举
站上21个月来的新高。每经投资宝（微信号：
mjtzb2）注意到，除了恒生指数大涨 300 多点
外，各板块也是多处开花。电力股、造纸股均
是亮点，而股王腾讯控股（00700，HK）股价更
是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50.8港元。

腾讯股价站上250港元

5月9日恒生指数以24657点开盘，然后指数

还小幅下跌，最低至24549点，随后缓慢上移。而就
在15点后，市场成交突然活跃起来，恒生指数也开
始大幅上升，并以24889点报收，全天上涨1.27%，
全天成交额为717亿港元。同时国企指数也有与恒
生指数类似的走势，国企指数全天上涨1.47%。

第一上海证券首席策略师叶尚志指出，
“走势上，恒生指数目前的好淡分水线维持在
24200，守稳的话，可望保持稳中向好试高的
格局发展。而在大盘能够保持总体稳定性的
背景下，机会应该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板块
包括新经济科技股、TMT板块，而‘一带一路’

的概念题材，也是有再度发酵的机会，建议可
以继续关注跟进。”

此外，一些港股标志股走势向好。“股王”
腾讯控股同样是尾盘拉起，并以250.8港元的
价格再创历史新高。

利好预期刺激电力股爆发

5月8日，市场上出现对电力企业的利好预
期，这让9日港股市场的电力股出现了集体爆发。
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唐发电（00991，HK），一方面其
H股大涨15.62%，领涨港股通股票，另一方面其A

股也是强势涨停。随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01071，
HK）、华能国际电力（00902，HK）、华润电力
（00836，HK）分别上涨7.32%、6.67%和5.46%，核
电领域中广核电力（01816，HK）也上涨了2.62%。

对于市场上关于电力企业的利好预期，
麦格理指出，如果合并将对燃煤电企正面影
响，因为与制煤商合并可对冲燃料成本风险，
与核电公司合并可令燃煤电器企业更多元
化。不过，对核电企业而言就比较负面，因为
盈利能力将受拖累，以及将面临被降评级的
风险。 （每日经济新闻）

恒指再创21个月新高 电力股抱团大涨成生力军

原因：
有些可能是因为承受不了维持

挂牌的各项费用，有些可能是受到
监管政策方面的限制，也有些可能
是出于公司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

分析：
专家指出，去IPO的新三板公

司一般来说固然优质，但并不意味
着留下来的公司就没有投资价值。
新三板有着自己的定位和特点，有
很多好的项目和好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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