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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第三批减持名单出炉

7月26日，第三批科创板减持企
业名单正式“现身”。

当日晚间，虹软科技公告称，持股
4.83%的股东达隆发展拟自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
内，即2020年8月17日至2021年2月
12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406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不超过1%。

资料显示，虹软科技是全球领先
的计算摄影解决方案提供商，计算机
视觉技术领导者，属于具备底层算法
能力的技术型企业。其盈利模式是将
其视觉人工智能算法技术与客户特定
设备深度整合，通过合约的方式授权
给客户，允许客户将相关算法软件或
软件包装载在约定型号的智能设备上
使用，以此收取技术和软件使用授权
费用。

自减持公告发布以来，7月27日，
虹软科技股价开盘后一路走低，盘中
跌幅超3%。截至7月28日收盘，虹软
科技每股报收64.12元，涨2.97%。

实际上，就在虹软科技发布减持
公告之前，作为第二批减持的科创板
企业，7月24日，天宜上佳和航天宏图
同日发布减持公告。

其中，天宜上佳的股东睿泽基金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不超过26332712股，合计减持
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5.87%，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另一名股东北工投资计划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
超过24383035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
过总股本的5.43%，减持价格视市场价
格确定。

2020年一季报显示，睿泽基金和
北工投资分列天宜上佳的第二、第三
大股东，目前的持股比例与公告的拟
减持比例完全相同，可以说是计划进
行“清仓”式减持。

需要说明的是，2019 年 7 月 22
日，天宜上佳登陆科创板之时每股价
格为20.37元。上市后股价一度猛冲
至64.71元/股，不过随后剧烈回调。7
月28日，天宜上佳收盘价为每股20.49
元，距离破发仅一步之遥。

在天宜上佳发布股东减持公告的
同一天，航天宏图亦发布减持公告。

公告称，因自身资金安排，航天宏
图股东名轩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
天创鼎鑫、宁波龙鑫中盛计划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332.1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569.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3%，
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43%。

12家科创板企业拟套现超百亿

7月22日，科创板正式迎来开市
一周岁。根据科创板规定，部分锁定
一年期的首批科创板首发股份、机构
配售以及战略配售股份正式迎来解
禁。

在科创板解禁后首个交易日，包
括光峰科技，新光光电、乐鑫科技、瀚
川智能、沃尔德、西部超导、嘉元科技、
容百科技在内的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的减持公告纷至沓来。

以7月23日收盘价计算，上述8
家公司股东减持金额达到67.92亿元
人民币。而如果加上以询价转让方式
减持的中微公司以及后期出现减持的
天宜上佳、航天宏图以及虹软科技，7
月22日科创板解禁以来，12家出现减
持的科创板上市公司若按公告发布日
的股价来计算，累计减持市值超过100
亿元。其中，排名前3位的分别为中微
公司、西部超导和容百科技，拟减持市
值分别约为28.46亿元、18.76亿元和
15.07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在已经公布减持
计划的8家科创板公司当中，西部超导
股东抛出的减持计划最大。

7月23日晚间，西部超导表示，公
司股东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成
长性企业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陕
西成长性新材料行业股权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陕西成长性
新材料）等股东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
14%的股份。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西部超导
抛出减持计划的股东中，陕西成长性
新材料欲清仓减持。截至7月23日，
陕西成长性新材料持有西部超导
3.63%的股份，而陕西成长性新材料欲
减持不超西部超导3.63%的股份。

除了西部超导出现的股东清仓式
减持之外，其他几家出现减持的科创
板公司从减持股东性质来看，创投占
了大头。从机构的研究来看，创投的
减持意愿也最为强烈。

华泰证券认为，从投资者类型看，
7月22日，科创板解禁规模中属于创
投（含股权投资机构）的占比最高
（79%），这些投资者解禁后减持意愿

或较强，而保险、年金、养老金、社保基
金等作为中长期资金解禁后短期内减
持意愿或较小，但该部分资金占比相
对较小。

因此，行业人士认为，创投投入较
大的公司、业绩不太稳定的公司、前景
不乐观的公司、行业产品缺乏想象力
的公司、站在风口却估值奇高的公司
都可能会引来套现潮。

随着多家科创板公司出现减持，
一批亿万富翁或在此次科创板减持潮
中涌现。

据了解，在7月23日发布减持信
息的9家公司当中，当天的股价均远高
于发行价，约有一半的公司股价累计
涨幅超过一倍。其中，中微公司股价
涨幅最大，7月23日收报于205.23元/
股，较发行价涨幅超过6倍。如果以7
月23日收盘价计算减持金额，上述34
家机构（企业、个人）平均每家约为2.7
亿元。

询价转让减持首现A股

科创板解禁首周以来，在出现减
持的12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当中，除了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的科创板公司之外，中微公司则通过
询价转让的方式进行减持，这也是A
股领域，首家通过询价转让方式进行
减持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7月23日晚间，中微公司披露股
东询价转让计划书，9名股东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为21.52%，拟通过询价
方式转让公司2.66%股份（合计1423
万股）。

而在这9名减持的股东当中，有8
名股东委托中信证券拟转让888万股
所持股份，占出让方所持股份数量的
比例为 9.98%，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66%，这8名股东转让原因均为自身
资金需求。

此外，中微公司股东置都（上海）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中金公司拟
转让1%的股份，拟转让股份总数为
535万股，占出让方所持股份数量的比
例为20.43%，转让原因同样为自身资
金需求。

公告显示，中微公司此次询价转
让价格下限为178元/股，为前20个交
易日股价均价的73.49%，为23日收盘
价的86.73%。

7月 3日，在科创板减持潮到来
前，上交所发布科创板减持规则，以市
场化博弈为主的“询价转让”机制开始
启用。

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肖玉
航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
访时表示，根据前期交易所的规定，询
价转让的受让方必须是具备相应定价
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专业机构投资
者，禁止关联方参与询价转让。“询价
转让方式的认购资金主要是增量资
金，可减少直接抛售对二级市场的冲
击，既能帮股东实现减持，也可以让看
好公司前景的机构投资者通过打折方
式买到股票。”肖玉航表示。

机构看好科创板长期价值

2019年7月22日，25家科创板企
业鸣锣开跑，正式拉开了科创板的序
幕。2020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迎
来周岁礼。与此同时，“上证科创板50
成份指数”（以下简称“科创50指数”）
实时行情在7月23日正式开始运行。
按照上交所的说法，“科创50指数”可
以及时反映科创板上市证券的表现，
为市场提供投资标的和业绩基准。

实际上，随着科创板企业发布减
持公告以及大盘震荡走低的拖累，一
周以来，“科创50指数”震荡走低。

截至7月28日收盘，“科创50指
数”报收1400.54，自 7月 22日以来，

“科创50指数”已跌6.01%，而同期大
盘仅跌2.80%。

而从全年科创板解禁的额度来
看，除了7月同日解禁的25家科创板
企业之外，下一个科创板解禁潮将在
2020年11月到来。

Wind数据梳理显示，2020年科
创板共有 68家公司解禁，涉及数量
60.22亿股（剔除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以 7月 24 日收盘价计算，涉及市值
3956.53亿元。

对于科创板解禁首周以来频繁出
现的减持行为，华泰证券分析认为，科
创板解禁高峰会形成供给压力冲击，
或使科技股产生一定扰动，但大幅冲
击的可能性较小：一是解禁前心理冲
击或大于实际减持效应；二是解禁高
峰并不一定造成市场大跌；三是解禁
后并不一定在当月就减持；四是借鉴
首批创业板公司解禁经验，大规模解
禁并未对市场形成大幅冲击，首批科
创板虽然估值贵、解禁收益率高，但科
创属性更强、质地更优、更具稀缺性；
五是多元化减持方式有助于缓解压
力；六是“科创50指数”推出有望吸引
增量资金入场。

广发证券策略团队也认为，当前
科创板的解禁集中于电子、机械设备、
计算机行业，整体而言对科创板影响

“机”大于“危”：解禁是长期持有的有
利节点，叠加科创50指数发布、前期科
创板减持新规落地等政策“缓冲垫”，
减持实际影响比预期稍弱。

而在肖玉航看来，随着近期科创
板首批上市企业限售股解禁，市场出
现了一些负面声音，解禁虽对市场或
有短期冲击，但影响相对有限，反而可
能是“黄金坑”。

“对比2009年登陆创业板的首批
28家公司，在2010年11月1日时有过
一波较大规模的解禁。从市场表现来
看，创业板指在2010年11月前后也并
未受到解禁的明显影响。因此，短期
来看，在解禁对心理层面的压力下，不
少公司的股价可能会向下偏离价值，
但这正好为长线资金提供了进场机
会。”肖玉航表示。

12家企业拟减持上百亿元

科创板解禁首周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7月以来，火热的除了日渐升高的
气温，还有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们减持
的热情。

自今年7月22日科创板解禁以来，
去年首批登陆科创板的25家公司当中，
已经有12家先后发布减持公告。特别
是7月23日，9家科创板公司先后发布
减持公告。

截至7月28日晚间，科创板解禁首
周以来，12家披露减持公告的科创板企
业，如果按照公告披露日的市值计算，这
些减持股份将累计套现超百亿元。

据
公
开
资
料
整
理

证券简称
拟变动股份上限

(股）
拟变动股份上限
占总股本比(%)

嘉元科技 18,161,780 7.87
西部超导 61,759,906 14.00
虹软科技 4,060,000 1.00
航天宏图 9,016,666 5.43
天宜上佳 50,715,747 11.30
沃尔德 7,262,126 9.08
瀚川智能 3,240,000 3.00
乐鑫科技 2,400,000 3.00
新光光电 1,491,552 1.49
光峰科技 40,639,896 9.00
容百科技 52,962,556 11.95
中微公司 8,880,000 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