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象
外地人慕名来蓉种牙

“即刻用”当天种牙，当天坐车回家

自“即刻用”种植牙落户蓉城一
年多以来，其“即拔、即种、即用”深受
市民信赖，智能牙科“微创、无痛、高
效”的先进理念深入人心，随着6000
多位缺牙者的成功种牙，“智能牙科”
的传播圈已扩展到成都周边城市，近
期，有眉山、德阳、重庆等地的缺牙者
拨打热线热切地询问：“真的那么短
时间就能种完全口牙？种完牙是不
是就可以坐车回去了？我的情况能
不能做即刻用种植牙……”

对此，智能牙科的蔡明河院长表
示：“早在2017年年底，就一直有很多
外地人通过028-86969233咨询“即
刻用”，到2018年10月，外地人接受

“即刻用”种植牙已不在少数，大部分
来自成都周边城市，眉山、德阳、重庆
等，还有专门从西安坐飞机过来种牙
的叔叔。”对于外地缺牙者的问题，蔡

明河院长也做出了回答，“即刻用”种
植牙技术起源于欧洲，2005-2012年
先后被引进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是
被翻译成“一日得”。很显然，“一日

得”的含义就是，拥有一口好牙只需
要一天时间，突破了传统种植牙需要
二次手术以及3-6月的等待时间，拔
牙、种牙、戴牙，都在一天内完成，当

天种完就可以坐车回家，无需多次就
诊来回奔波，这也让外地人前往成都
做种植牙的想法成为可能。

分析
“即刻用”种植牙这么好

为什么西南地区却很少有落户实施？

很多缺牙市民对于“即刻用”种
植牙是非常感兴趣，也期望着这个冬
天可以“当天种牙当天用”。但是，做
种植牙毕竟不是小事，很多市民也想
再看一看，比一比，很多人也问，“即
刻用”种植牙这么好，为什么很多医
院却没有？“即刻用”种植牙自从2005
年引进中国内地以来，由于对设备、
医护技术、种植材料、消毒流程等，要
求都极其苛刻，在德国、中国香港地
区和其他地区的落户医院都必须要
求和数字化牙科设备无缝链接，一般
医院很难达到条件。

不仅如此，“即刻用”种植牙是非
常巧妙的力学设计，让每一颗种上的

种植体可以多角度均匀分力，这其中
不仅要设计精准、种植角度和深度也
必须毫厘不差。正因如此“，即刻用”
种植牙对于上台做种植牙手术的医
生的基本要求，必须是有10年种植牙
临床经验，至少1000颗以上的案例。
所以，无论是在北京、广州、深圳、成
都等“即刻用”种植牙推广的大城
市，该项技术都几乎是“一医难
求”。在成都“，即刻用”种植牙一年
间已帮助5000多名成都患者实现了

“当天种牙当天用”，智能牙科蔡明
河、罗君院长也经成都媒体评选授
予“金口碑好医生”和“五官科十大
名医”两大殊荣。为了更多的缺牙
患者有更先进的诊疗体验，二位院
长一直致力于“即刻用”种植牙的推
广 和 学 术 研 究 。 现 通 过
028-86969233可申请院长学术案
例，不仅可以得到院长的指导咨询，
除了免挂号费、拍片费和“即刻用”
种植牙方案设计费，还可部分获得
部分种植牙费用的减免。

现象分析：春节前外地赴蓉种牙者数量剧增
“即刻用”当天种牙当天用成就四川中老年缺牙者“好牙过好年”愿望

拨打种牙热线028-86969233可获院长指导咨询和免检查费名额（每天10个），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当天种牙当天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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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转强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高，收盘上涨，

你怎么看？
答：在利好的作用下，市场延续上周五的涨势

继续向上拓展空间，受金融股表现不佳影响，沪指
涨幅落后于中小创指数，而风范股份的7连板也带
动了市场对低价股的挖掘。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88只，无一只个股跌停。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
站在5日、10日均线之上，且留下了一个未补缺口，
两市合计成交也放大至3500亿元；60分钟图显示，
沪深股指收盘时还收复了60小时均线，且60分钟
MACD白线也回到零轴之上，这标志着短期市场转
强；从形态上看，沪指如预期突破了之前提到的
2532点压力，且收盘时站在之上，显示短期仍将维
持强势。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
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加。综合
来看，市场进入反弹周期，场内赚钱效应提升，短
期操作上需轻指数重个股。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87元买入中山金马0.66万
股，之后以89.7元卖出0.66万股；另以14.27元买入
泰禾集团6.5万股，之后以14.3元卖出6.5万股。目
前持有南玻A（000012）22万股，宜安科技（300328）
10万股，泰禾集团（000732）6.5万股，丽鹏股份
（002374）10万股，英力特（000635）4万股，城投控
股（600649）8万股，石化机械（000852）6万股，中山
金马（300756）0.66万股。资金余额2709852.28元，
总净值7320232.28元，盈利3560.12%。

周二操作计划：宜安科技、南玻A、丽鹏股份、
英力特、石化机械、城投控股拟持股待涨，泰禾集
团、中山金马拟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白｜杰｜品｜股

通讯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29个行业资金净流入，其中

通讯行业、软件服务、电子元件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
前。32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券商信托、保险、房
地产等行业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5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中核科技（000777）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用阀

门的设计研发、产品制造和销售经营，为市场用户提
供的产品范围包括闸阀、截止阀、球阀等各类工业用
和工程建设项目用阀门。7日获机构净买入2551万
元。

上机数控（603185）专业从事精密机床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根据产品类别和应用领域的划分，公司
产品分为高硬脆材料专用加工设备和通用磨床设备
两大类别。7日获机构净买入224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刘旭强

掘｜金｜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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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历史上第一只退市
后重新上市的股票今天来
了。

ST 长油 1 月 7 日晚公
告，公司股票将于1月8日
在上交所重新上市交易。
重新上市首日，公司股票价
格不设涨跌幅限制，开盘参
考价为公司重新上市前在
转让系统最后交易日的收
盘价，即 4.31 元/股。重新
上市次日起，公司A股股票
简称为“ST长油”，股票代码
为601975，公司股票价格的
日涨跌幅限制为5%。

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
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新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数
为 50.2340 亿股，本次上市
无 限 售 流 通 股 数 量 为
18.9855亿股。股票重新上
市后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临近农历新年，能种上一
口好牙过年是许多缺牙老人的
心愿，也因为如此，“当天种牙
当天用”的“即刻用”种植牙在
缺牙市民群体中不但引发了热
议，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当天种牙当天用”不仅在蓉城
口口相传，甚至传播到我省其
他城市，很多缺牙市民也都知
晓这项种植牙，琢磨着“一劳永
逸”，一朝进省城，当天把牙种，
欢喜过大年。对此，智能牙科
也特别为成都以外的缺牙者开
通绿色通道，外地缺牙者拨打
028-86969233预约种牙，可优
先获得院长指导咨询，看看自
己是否符合做“即刻用”种植
牙，并获得麦哲伦全息数字化
模拟种植设计方案。

口腔健康讲堂上，智能牙科蔡明河院长回答外地缺牙者问题。

新一批养老基金将建仓
高股息低估值股受青睐
近期证监会官网显示，第三批养老目标基金已

在2018年12月28日正式拿到准予注册的批复，包括
13家基金公司的14只养老目标基金。截至目前，加
上首批的14只和第二批的12只，已有40只养老目标
基金获批。

分析人士表示，个股无法直接受益养老目标基
金扩容，主要是因为养老目标基金采用FOF形式。
但部分股票会间接受益，养老金不论是投资基金，
还是直接投资股票，大概率会圈定一个股票池，池
水进来股票会有所表现。同时对于养老金账户直
接重仓股来说，市场关注度更高。

统计数据显示，尽管2018年A股走势较差，股
票型基金收益普遍为负，但投资策略相对稳健灵活
的养老目标基金大多取得了正收益，其中“中欧预
见养老2035”产品自成立以来实现收益为0.81%，排
名第一位。

由于资金量的关系，养老保险基金重仓股几乎
见不到那些大盘蓝筹股。即便如此，其重仓股也大
多符合高股息低估值的情况。数据显示，以去年股
息率计算，33只养老金重仓股平均值超过2.5%。最
新滚动市盈率方面，33只股票平均值为23.8倍。

具体到个股方面，九阳股份堪称高股息代表，
2017年股息率高达8.36%，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6.86
倍。另外，盘江股份、联发股份、重庆水务、伟星股
份、迎驾贡酒等个股股息率均超过5%，其中盘江股
份和联发股份市盈率均不到10倍。

从市场表现来看，伊力特10月以来大跌28.27%
居首，长川科技、至纯科技、浙江美大、蓝焰控股等
个股跌幅超过20%，新凤鸣、天地科技、大亚圣象等
个股跌幅超过10%。整体来看，榜单个股10月以来
平均跌幅超过8%，略跑赢大盘。

值得一提的是，有24只个股为养老金去年三季
度新进重仓股，其中19只个股10月以来股价出现下
跌。 据证券时报

ST长油今日重新上市
12万股东守得云开，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ST华泽或成今年退市第一股紧急
避险

*ST华泽1月4日晚间
公布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2018年度净利亏损10
亿元-13亿元。这意味着，
已连亏3年的*ST华泽触发
连续三年亏损退市条款，或
成2019年退市第一股。

此前，*ST华泽因为无
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7
年年度报告，已经于2018年
5月2日起被实施停牌，停牌
前曾连续遭遇26个一字跌
停，股价下跌73.52%。

如今，*ST华泽大概率
要被交易所摘牌，持有该
股的6.77万户投资者或将
遭受更大的损失。

运作4年“造假”借壳上市
2014年，王应虎父子控制的华泽

钴镍借壳成都聚友网络上市。*ST聚
友在暂停上市前2007年初最低价
2.36元，在恢复上市一年半后，股价暴
涨至2015年6月最高35.97元。

可惜，一度成为金子的华泽钴
镍，最终还是露出了本来面目。

按惯例，重组借壳都要给出“动
人”的业绩承诺，王应虎当然也不例
外。然而，重组第一年，陕西华泽就
未能兑现承诺。

证监会的调查公告显示，华泽钴
镍2013年年报、2014年年报和2015
年半年报均造假。也就是说，借壳之
时就已造假，正是造假让其借壳成
功。

既如此，华泽钴镍再次走上漫漫
亏损路也就不足为奇。2015—2017
年连续亏损，再加上预计的2018年
亏损，连亏4年。2016年、2017年，
*ST华泽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
会计报告还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018年 7月 13日起，*ST华泽
被暂停上市。根据相应规则，深交所
有权让2018年继续亏损的*ST华泽
退市。

大股东目标割韭菜？
既然不是为了做好上市公司，那

么，借壳是为何而来？
复盘*ST华泽，可以很轻松地发

现，陕西华泽当初对聚友网络的重组
借壳，似乎并非让上市公司起死回
生，而是奔着割韭菜而来。

2014年借壳这一把，华泽钴镍
完成定增，实际募资净额 18.91 亿
元。面对近19亿元的真金白银，关
联方巧取豪夺，将上市公司彻底掏
空。

吃相太难看，胆子又太大，手段
还低劣的“豪杰”们月黑风高夜干的
行径很快大白于天下。

根据此前证监会调查，华泽钴镍
在 2013、2014 年度和 2015 年上半
年，累计发生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的关
联交易8.9亿元、30.4亿元、14.9亿
元，分别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4％、258％、106％，截至2015年6
月 30 日，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达
13.3亿元。

为了把钱挪走，*ST华泽实控人
方面各种手段都上了。华泽钴镍的
公告显示，为掩盖关联方长期占用资
金的事实，*ST华泽实控人联席股东
王涛等人将37.8亿元无效票据入账

充当还款。
2016年5月12日，证监会对公

司董事会成员王应虎（副董事长）、王
辉、陈健、赵守国、雷华锋、宁连珠；监
事会成员朱小卫、阎建明、芦丽娜；高
级管理人员赵强、金涛；离任高级管
理人员陈胜利、朱若甫、程永康、吴锋
进行立案调查。

一年后，2018年7月27日，证监
会将华泽钴镍违反证券法规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

对于公司2018年预亏10亿～
13亿元的原因，*ST华泽给出的主要
解释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年底会计提大额的坏帐损
失，预计计提的坏账损失在7亿-8
亿元。

也就是说，单这笔坏账计提就占
了公司2018年亏损的七成左右。公
司认为，因大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问题，公司没有正常的现金流
维持正常运转。

目前，对于大股东关联方的非经
营性占用资金，证监会已经立案调
查，暂时还没有结果，但退市之后，投
资者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前两年欣
泰电气退市，保荐机构拿出真金白银
进行赔偿。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证券时报

公司此前市值已超200亿
根据公告，ST长油重新上市首

日开盘参考价为公司重新上市前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最后交
易日（2017年2月27日）的收盘价，
即4.31元/股。以此计算，ST长油重
新上市开盘市值达到216亿元。以1
月6日收盘市值计算，该市值在A股
可以排进前350名。

统计数据显示，ST长油所属的
水上运输行业中，市值在200亿元以
上的共有7家，以ST长油216亿元
的市值计算，可以排进前7，位于招
商轮船（601872）之后。

不过，从净利润来看，ST长油
2018年前三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22045.82万元，在其所属的水
上运输行业中排名第18。

12万投资者守得云开
截至2018年12月28日，ST长

油股东总数为 118929 户。作为A
股第一只重新上市股票，上市之后的
股价将如何演绎，存在较大的想象空
间。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在长油

航运退市整理期，徐翔家族抄底买入
该股。在长油航运2014年半年报
中，徐翔、郑素贞、徐柏良、应莹四人
出现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分列6-9
位，各自持股550万股。

数据库显示，长油航运退市整理
期 30 个交易日（2014 年 4 月 21
日-2014年6月4日）的成交均价为
0.82元/股。以此计算，徐翔等四人
入股成本约为1804万元，以重新上
市4.31元/股的股价计算，如果徐翔
等人没有在老三板卖出所持股票，那
么其浮盈可达7678万元。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徐翔妻子
应莹2018年11月回应称2200万股
数量并未改变，买入时的价格在1元
以下。不过，徐翔家人及徐翔父母名
下的银行账户和资产，以及股权和房
产都被查封和冻结。

目前，徐翔家族已经退出了长油
航运前10大股东名单。

具有示范意义
业内人士指出，这次ST长油重

新上市，是重新上市制度实施以来全
市场的首单实践，打通了退市公司重
新上市的通道，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制

度预期。从实际情况看，公司主业比
较突出，在油运行业具有领先地位，
退市后没有卖壳，主要依靠自身努力
增强了持续经营能力，这些情况为今
后退市公司申请重新上市提供了较
好的示范。

此外，监管部门对于重新上市设
置的门槛较高，严防套利行为，因此
出现大量退市企业重新上市的概率
较小。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
如果只是通过变更实控人、主业等手
段，在形式上、数字上达到部分重新
上市申请条件，但公司主业不够扎
实，仍缺乏持续经营能力，也未建立
有效公司治理，其在实质上仍不符合
重新上市条件。上交所也将坚决杜
绝制度套利行为，对于一些经营空壳
化、僵尸化，主营不突出的公司，将依
法依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同意其重
新上市。

上交所表示，在做好重新上市相
关工作的同时，将继续严格执行退市
制度，对于触及退市条件的公司，“有
一家退一家”，努力培育市场优胜劣
汰机制，净化市场生态秩序。

综合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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