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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只“1 元退市股”锁定，50 多家公司提示风险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
扫出 A 股几多
“雷”
据新华社上海 2 月 22 日电 首只“1
元退市股”锁定，新年以来 50 多家公司
密集警示退市风险……
落地仅两个多月，“史上最严”退
市新规已经开始发威。针对“出口关”
的制度完善，究竟能帮助 A 股扫出几多
“雷”
？

*ST 宜生成首只“1 元退市股”
2 月 22 日，*ST 宜生股价已连续第
20 个交易日在 1 元以下徘徊，将成为退
市新规下首只触及“1 元退市”交易类
指标退市的个股，且没有退市整理期。
除了首只“1 元退市股”
，2021 年以
来还有 50 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向投资者提
示退市风险。其中，仅 1 月 30 日就有 30
多家公司同步发布关于可能被实施或继
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警示退市风险的公司中，除了“披
星戴帽”的 ST 家族，也包括了不少新
面孔。西域旅游 1 月 28 日发布提示性公
告称，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 2020
年度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985 万元至-6185 万元，预计营
业收入为 4900 万元至 5080 万元。根据

退市新规，若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
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公司 A 股股票将在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值得注意的是，西域旅游
发布上述公告时，距其登陆创业板尚不
足半年。

“入口多元”匹配“出口畅通”
2020 年最后一天，沪深证券交易所
退市新规正式落地。体现注册制基本理
念，新规着重建立与“入口多元”匹配
的“出口畅通”
。
退市新规对原有交易类、财务类、
规范类、重大违法类等四类强制退市指
标逐一进行了完善，包括将原“面值退
市”的交易类指标修改为“1 元退市”，
同时新增“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
均低于人民币 3 亿元”的市值指标；财
务类退市标准采用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
润的组合指标；规范类指标新增信息披
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
正，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年报不
保真且限期内不改正两类情形；重大违
法类指标完善“造假金额+造假比例”
退市标准。

财务类指标全面交叉适用打击规避
退市，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
……全面优化指标体系的同时，退市新
规强调严格退市执行、提高退市效率，
以坚持“应退尽退”被各方冠以“史上
最严”
。
对于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新中国证券
市场而言，新陈代谢机制失灵一直是其
难言之痛。标准不可谓不严，但总有一
些公司通过粉饰报表、突击重组侥幸
“过关”；执行不可谓不力，但冗长的退
市流程依然令 A 股市场滋生“死而不
僵”的怪相。
万得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末 A
股市场先后有 127 家公司退市。剔除证
券置换、私有化、吸收合并等情形后，
因触及各类指标而退市的公司仅为 80
家。

未来或有更多公司踩中“红线”
“最严”新规之下，A 股市场究竟有
几多“雷”
？
除*ST 宜生外，截至 22 日*ST 成城
收报 0.72 元/股，连续 18 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 1 元，即使未来两个交易日连续

美联航一架波音 777 客机引擎故障

日美三家航企暂停波音 777 运营
据新华社微特稿 继美国联合航空公
司 一 架 波 音 777- 200 型 客 机 引 擎 故 障
后，日本国土交通省 21 日晚要求全日空
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暂停运营这一
机型。美联航当天也宣布，暂时停飞这
一机型。
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报道，全日空
航空公司有 19 架波音 777-200 型客机，
日本航空公司有 13 架。这两家航空公司
说，计划用其他机型替代波音 777-200

型客机，飞行计划不会受到影响。
美联航一架波音 777-200 型客机 20
日起飞后不久右侧引擎故障，迫使飞机
紧急降落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飞机降落前，引擎
在空中爆炸起火，引擎爆炸后的残片落
在丹佛国际机场附近社区内。
美国联邦航空局事后发表声明说，
事故客机引擎为加拿大普拉特－惠特尼
飞机公司生产的 PW4000 型引擎，为波

音 777 客机专用。声明说，依据初步信
息得出结论，这一型号引擎独有的空心
风扇叶片的检查周期应缩短。
美联航当天宣布，“主动”暂时停飞
24 架波音 777 客机，尽管它们原已排入
飞行计划。
路透社援引美国联邦航空局数据报
道，美联航是唯一一家使用波音 777200 型客机的美国航空公司，日本和韩
国也有航空公司使用这一机型。

波音 747 货机空中掉部件 荷兰启动调查
据新华社专特稿 荷兰安全委员会 22
日说，正调查一架波音 747-400 型货机
飞行途中发动机部件掉落事件。
这一委员会一名发言人当天告诉媒
体记者，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
“现在下
结论为时过早”
。
荷兰媒体报道，
荷兰媒体报道
，这架波音 747
747- 400
型货机隶属长尾航空公司，
型货机隶属长尾航空公司
，20 日从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机场起飞，
马斯特里赫特机场起飞
，前往美国纽约
前往美国纽约。
。
货机起飞不久后发动机出现问题，
货机起飞不久后发动机出现问题
，发动机

的一些金属零部件碎片从空中掉落在荷
兰南部小镇梅尔森，砸伤一名女性、砸中
一些车辆。一些目击者告诉媒体，他们看
见货机一个发动机起火。
这架货机在距离马斯特里赫特机场
大约 30 公里的比利时列日机场紧急降落。
欧洲航空安全局 22 日说，已经获知
这一事件，正要求相关方提供更多信息，
以查找原因、确定后续举措。
同在 20 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

波音 777-200 型客机从美国科罗拉多州
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右侧发动机出
现故障，外壳脱离爆炸起火，一些发动机
零部件残片掉落在机场附近居民区。客
机紧急返航，所幸没有人员在这起事件中
伤亡。
长 尾 航 空 747- 400 货 机 、美 联 航
777-200 客机都使用普拉特－惠特尼公
司生产的 PW4000 系列发动机，但具体
型号不同。

美联航一架波音 777 飞机
飞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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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停，也无法摆脱退市命运。此外，还
有多只个股在“1 元退市”生死线上方
徘徊。
新年以来发布退市风险警示的 50 多
家公司中，大多预计 2020 年“扣非后净
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 1 亿元”，从而
触及相关组合退市指标。以往每到年关
便纷纷上演的突击交易规避退市，将因
“财务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交叉适
用”偃旗息鼓，意味着未来可能有更多
公司踩中“红线”。
万得统计显示，2020 年至今 50 多
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包括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操纵证券市场等
情形。123 家公司近一年信息披露、运
作存在重大缺陷。预计其中部分公司将
因触及规范类或重大违法类指标而退
市。
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战略发展研
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看来，作为资
本市场的两大基础性制度，新一轮退市
制度改革和注册制改革首尾呼应，将在
拓宽入口的同时，通过“扫雷”畅通出
口。
“A 股‘不死鸟’现象终成历史，将
助力中国资本市场构筑更健康生态。”
周荣华说。

5 天电费 5000 美元

美国得州新麻烦
天价电费遭炮轰
据新华社专特稿 过去一周，美
国南部和中部地区遭遇寒潮，得克
萨斯州受灾尤为严重，当地居民经
历断电停水、道路冰封等困境，如
今又遇到一大新麻烦：天价电费账
单陆续寄到他们手中，动辄数千美
元，有的高达上万美元。
不少得州居民收到电费账单
后 傻 眼 ，将 账 单 拍 照 晒 到 互 联 网
上，引发关注。一张照片显示，一
名 居 民 5 天 电 费 合 计 5000 美 元 。
另一名居民的电费账单高达 16752
美元。
美国本土 48 个州中，得州是唯
一一个拥有独立电网的州，得州电
网以自由多、监管少为傲。然而，
在遭遇极端天气时，得州电网也难
以获得外援，
从其他电网
“借电”。
得州电力企业众多，居民可自
由选择从哪家电企购电，购电套餐
五花八门。例如，一些套餐为梯度
计价，居民平时买电花费较低，可
一旦遇到罕见寒潮，用电量增加，
电费就会高得吓人。
不少得州电企的电价与需求
挂钩，当居民用电需求激增，电价
相应暴涨。
面对舆论炮轰，州长格雷格·
阿伯特 20 日召集州议员紧急开会，
商议对策。阿伯特 21 日宣布，得州
电力监管部门将暂时禁止电企给
居民寄账单，并禁止电企以居民没
交电费为由断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