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O 扩容提速，A 股壳价值大打折
扣，中科招商清仓式减持壳标的股，借壳
失败案例时有发生，去年借壳上市数量
锐减，壳资源股行情也已大不如前……
记者了解到，目前A股壳费已由此前80
亿元降至50至60亿元，跌幅约为30%。

壳费从80亿降至50亿
IPO提速，壳价值贬值是大势所趋，

据了解，目前壳费跌幅约30%。
深圳一位投资并购负责人周先生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IPO每天2至3
家发行速率，被称之为不叫注册制的注
册制已经事实上运行。IPO 供应量增
加，直接带来四种结果：一是并购对象大
幅减少，“目前2000万元利润的企业都想
IPO，并购对象明显少了！”二是PE投资
估值下降，企业IPO上市后，大股东和创
投机构清仓式套现离场；三是 IPO 后备
资源丰富，包括新三板创新层约2000家
企业，扶贫地区约200家企业将选择IPO
上市。

这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壳费
已由此前80亿元左右跌至60亿至50亿
元，即上市公司10%股份价值约5亿元，
壳价格跌幅约 30%。值得注意的是，尽
管一些壳公司要价高，但很难找到合适
买家，有价无市。

北京一位投行人士表示，随着 IPO

提速，目前壳价格较此前略有下降。壳
费最便宜时是2015年股灾后，当时壳费
较二级市场价格加3亿元左右，后来又有
所上升。目前，A股壳费已略有下降，较
二级市场价格增加3~5亿元。“壳仍属于
稀缺资源，有的企业不符合 IPO 条件但
整合资源能力较强，通过借壳上市能降
低上市成本，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他
说。

网融并购CEO刘庆表示，A股壳资
源的价值打折扣的事已经在新三板预
演。造成新三板壳资源“腰斩”的原因，
就是挂牌公司数量的暴增。2015年底，
新三板挂牌企业还只有5100家左右。去
年 12 月 19 日，新三板挂牌数量突破
10000 家。“去年新三板公司壳资源的均
价在5000万左右，现在已跌到2000万。”
刘庆说，“近期很多原本打算卖壳上市的
资金方都去排队 IPO 了，如果是西部地
区的上市公司，走绿色通道，材料和手续
没有问题的话，18个月左右就能过会。”

去年借壳上市锐减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和2016年，借

壳失败案例占比约3成。其中借壳失败
最典型的要数中小板公司宏达新材了，
前后两度谋求卖壳均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 IPO 提速和借
壳政策收紧，去年借壳上市家数锐减。

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期间，A股市场
借壳类重组持续急剧升温，分别达到15
例、45例、68例和75例，但2016年全年仅
有 27 例，并且其中 21 例是集中于上半
年，下半年只有6例。

对此，某券商投行负责人指出，壳市
场的炒作与借壳类重组，都是源于供求
关系的失衡。首先，2012 年以后 IPO 暂
停长达一年多，大量企业上市通道受阻
以后不得不转道借壳上市；其次，2013年
以后 A 股市场并购的持续井喷，加上
2015年上半年的牛市行情，使得大量中
概股私有化回归套利，这也加剧了壳市
场的炒作预期；最后，过分疯狂的炒作直
接导致 2016 年 6 月份“借壳新规”的出
台，最终政策影响逐步向借壳上市和壳
市场传导。

“并购重组尤其是借壳过程中的博
弈非常复杂，变量很多，失败率较高并不
奇怪。”某投行人士表示，去年的借壳案
例数大幅减少，主要与政策环境有关。
由于借壳上市的审核等同于 IPO，各类
绕开借壳的花样重组在过去几年层出不
穷。但在重组新规背景下，以往的惯用
套路几乎统统失灵。

但在壳生意持续降温的背后，A股市
场依然存在高价买卖壳情况。对此，华
泰联合并购业务负责人劳志明认为主要
是因为A股市场并不是以基本面逻辑支

撑的市场，而是靠理论可能性和梦想预
期支撑的市场，有价无市是常态。

壳概念炒作大幅降温
壳价值贬值，令二级市场壳资源股

风光不再，游资参与炒作的热情已大不
如前。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对记者
表示，壳资源价值贬值，对优质蓝筹股没
什么影响，对壳资源股炒作有较大冲击，
A 股炒卖“壳资源”的空间将大幅压缩。
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远离无业
绩成长的垃圾股。

深圳新里程投资总监赖戌播表示，
壳资源价值大打折扣，二级市场炒借壳
重组风险极大，中小投资者应尽量回避
借壳重组概念，特别要远离那些目前股
价仍高高在上的壳标的股。赖戌播认
为，壳资源股往往不具备业绩支撑，仅仅
凭借“借壳”炒作，短期内涨幅虽大，但风
险不小。投资者应潜心研究投资标的，
弱市布局优质股票，也能获得不错的收
益。

华泰证券戴康认为，壳资源炒作大
幅降温，壳资源价值分化加剧。投资者
可关注近5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同时实际控制人拥有大量未上市优质资
产的上市公司。

（据深圳商报）

政策收紧壳费大跌三成

壳资源这饽饽还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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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完整交易
周，共有6家公司相继宣布终止重组，平
均每个交易日1.2家。对此，有眼光犀利
的市场人士指出两大看点：“一是重组难
度正在加大，借重组玩套利将遭无情封
杀；二是壳将进入贬值通道。”

2月8日，*ST盈方宣布终止筹划以
现金方式购买安徽银欣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以及安徽正祥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1%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

从当初的 S*ST 天发，到 S 舜元，再
到*ST盈方，这家多次重组易主的公司，
如今又将面临暂停上市。盈方微电子当
初借壳舜元实业时曾承诺，2014年、2015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万元、1.25亿元，但实际上最终业绩
承诺完成率只有9.59%和16.26%。2016
年10月，证监会通报IPO欺诈发行及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专项执法行动首批立案
案件，*ST盈方出现在5家进入正式立案
程序的上市公司首批案件名单中。根据
证监会核查掌握的线索情况，相关上市公
司存在重组标的企业涉嫌欺诈发行，虚构
营业收入与利润；涉嫌在进行收购的相关
披露文件中未披露重大债务和对外担保
事项，或未如实披露重组申报审核期间发
生的重大事项；涉嫌虚构其境外子公司的
业务及高额无形资产，冲销母公司巨额财
务亏损；涉嫌通过虚构应付款项或虚增其
他应收款项抵消业绩下滑，进行财务欺
诈；涉嫌在对外投资、重大负债、税款缴纳
等业务活动中隐瞒重要财务信息，虚构重
要业务数据；涉嫌迎合市场炒作热点，在
公司实际业务与收入结构均未发生实质
变化的情况下，对公司更名及业务转型
作出误导性陈述等问题。

*ST 盈方在其终止重组的公告中
透露：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综合考
虑公司现状、标的资产估值及投资风

险等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公司认为目
前推进该事项的时机及条件尚不成熟，
若继续推进或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重组标的拟IPO令相关重组终止的
案例，则提示了壳资源贬值的预期。“现在
开始壳将慢慢贬值，除非业绩改善，否则
股价几乎不会回头。”有市场人士预计。

四方达为典型案例。2月7日，四方
达董事会公告在谈及终止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杨凌美畅新材料有限公
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
重组缘由时称：由于客观环境变化以及标
的公司市场和业务开拓情况良好，标的公
司相关方对该公司对接资本市场的条件
和方式产生了不同想法，双方未能达成一
致，因此友好协商终止本次交易。

在市场人士看来，其弦外之音是：标
的公司想独立IPO了。市场人士认为，
在解决“IPO 堰塞湖”之后，壳资源将几
乎没有价值了。

而探路者的案例则提示了重组双方
在政策引导之下的市场化博弈。2 月 6
日，探路者在其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公告中表示，公司原拟以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
收购标的资产100%股权，标的资产属于
体育行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启动
后，公司及相关各方进行了密集的协调
磋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
项相关工作，但最终未能就交易方案的
重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经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盛发强
提议，并经公司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
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从公告行
文来看，探路者对此标的还是非常青睐
的，但最终“本着严格控制并购风险”的
原则而终止重组，从中隐约可以看出与
当年上市公司不计成本疯狂追逐游戏资
产时的不同。 （据上海证券报）

一周六家公司终止重组
本报讯 截至14日，沪深两市共有

86 家公司推出 2016 年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有63家公司2016年利润分配预案
拟每10股转送10股以上。另外，在高送
转的大军中，还有26家公司2016年的利
润分配预案显示为拟每10股转增20股
及以上或每10股转增30股。高送转公
司占已经发布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的
比重为73.25%。

数据显示，86家发布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式中，有14家公司表示只现金分红。其

中，同花顺拟每10股派9元，友邦吊顶拟每
10股派5元，大豪科技拟每10股派4.5元，
另外其他8家公司拟现金分红的比例在2
元以下，而财信发展拟每10派0.21元。

另外，在高送转的公式中，赢时胜、
东方通、易事特、金利科技等4家公司分
红送股比例最高，分红送股比例最高，分
别为10转30股派2元（含税）、拟每10股
转30股派1.8元、10转30股派0.9元（含
税）、10转30股。

（据中国网）

86家公司分红预案七成高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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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送转总比例

300376 易事特 10转30.0

300377 赢时胜 10转30.0

002464 金利科技 10转30.0

300379 东方通 10转30.0

002699 美盛文化 10转28.0

300304 云意电气 10转28.0

300317 珈伟股份 10转28.0

300230 永利股份 10转26.0

300531 优博讯 10转25.0

002620 瑞和股份 10转25.0

300398 飞凯材料 10转25.0

002131 利欧股份 10转25.0

300562 乐心医疗 10转22.0

300062 中能电气 10转20.0

603528 多伦科技 10送10.0转10.0

002747 埃斯顿 10转20.0

300352 北信源 10转20.0

002596 海南瑞泽 10转20.0

002425 凯撒文化 10转20.0

300502 新易盛 10转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