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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

减税降费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杨洁

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近日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国家的减税

降费举措给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心针。 未

来，金发科技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完

善产业链布局， 以更优质的产品抢占国

内外市场。

加大研发投入

自1993年创业以来， 金发科技已经

从当年几个硕士研究生下海创业的小作

坊发展成拥有100多个博士、600多个硕

士研发团队的高新技术企业， 袁志敏始

终坚持改性塑料产业作为主业， 按照他

的预期， 金发科技未来目标是年销售收

入突破千亿元， 并努力让公司产品走向

世界，享誉全球，真正成为全球最优秀的

新材料企业。

也正是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金发科

技一步步稳扎稳打。2018年前三季度，公

司实现营收 185.5亿元 ， 同比增长

11.84%；实现归母净利润6.54亿元，同比

增长42.92%。

袁志敏介绍， 每年金发科技研发上

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在4%左右，在减税

降费利好因素下，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

大研发投入。“我们现在有两三百亿元收

入，但是赚的钱还比较少，下一步，要高

质量发展，必须要使产品质量更好、技术

含量更高，经济效益更好。 ”

袁志敏介绍， 材料是整个世界的基

础，需要长期投入。“我们国家目前的新

材料，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段很长的

距离。 大部分新材料的核心技术和专利

仍然都掌握在欧美企业手里。 ” 他表示，

金发科技已经在一些应用型技术上和欧

美企业相提并论， 但在原创性技术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需要进一步去追赶。

完善产业链布局

鉴于国内塑料改性化率仍有很大提

升空间， 公司正在完善自身产业链布局。

近期， 公司拟收购宁波海越51%股权，从

而实现对宁波海越的100%控股。 宁波海

越是石化新材料领域的战略新兴企业，拥

有年产60万吨丙烷脱氢装置、60万吨异

辛烷装置和4万吨甲乙酮装置， 以及配套

的码头、储罐、蒸汽和环保装置。“丙烷脱

氢制丙烯，丙烯又是金发科技改性聚丙烯

的重要原料，金发科技通过收购，逐步实

现向上游原材料产业布局，增强对原材料

把控和影响能力， 实现上下游产业整合，

今后的盈利会更稳定。 ”袁志敏介绍。

袁志敏还介绍， 金发科技在完全生

物降解塑料方面的进展目前基本和世界

发展同步。“目前金发的完全生物降解塑

料主要销售在欧洲， 因为欧洲在全球率

先启用了禁塑令。 我国是一个塑料使用

大国，未来随着社会发展理念升级，肯定

也要逐步去使用降解塑料， 那将是又一

个新的机会。 ”

在建项目方面，公司3万吨完全生物

降解塑料项目、年产1万吨半芳香聚酰胺

项目、 年产3000吨热致液晶聚合物项目

预计将于2019年上半年陆续投产， 预计

相关产品的后续放量有望带动公司业绩

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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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市“家电下乡”迎政策红利

渠道商联手家电品牌加速布局

□本报记者 常佳瑞

日前，京东与美的集团签订合作

协议，双方将在供应链、渠道下沉等

方面进行合作。今年十部门联合推出

促进家电消费等相关政策以来，渠道

商和家电品牌通过多种方式加速渠

道布局。 相关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的

消费者对家电补贴持积极态度。

政策相继出台

今年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十部委印发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

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年）》

（简称《方案》）。 促进家电消费方

面， 家电补贴将主要应用于支持绿

色、 智能家电销售和促进家电产品

更新换代两个方面， 而其中提到

“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 拉动城

乡消费联动发展。 ” 这被看作是第

二次家电下乡的开始。

多省市在《方案》公布后也纷

纷出台政策。目前，北京已率先启动

新一轮为期三年的节能减排促消费

政策，浙江、湖南、河北、江苏等省的

促消费政策也在研究中。

从北京的补贴政策来看，节能、

环保成为补贴标准。 2月1日，北京

市对电视机、电冰箱等15类产品展

开节能补贴， 能效标识须为中国能

效标识1级或2级的商品，可以享受

售价8%-13%的额外补贴， 封顶为

800元。 补贴拉动消费的作用也十

分明显,补贴政策出台后，北京市节

能减排商品的销售额截至3月6日

已达3.38亿元。北京市商务局称，资

金补贴、 政策扶持正带动消费者更

换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商品。

业内人士表示， 若有类似的家

电补贴政策在全国推广，在2019年

至2021年期间，预计可以增加1.5亿

台高效节能智能家电的销售， 拉动

消费约7000亿元。

渠道商积极布局

在新一轮的促消费政策下，家

电市场主要渠道商也紧抓政策红

利，积极布局。 以国美零售为例，其

正在加速三四线及以下市场渠道下

沉，把更多绿色、智能家电引入三至

六线市场， 从而更好地满足三至六

线市场的消费升级需求。

国美零售表示，2019年， 国美

将重点布局县域市场， 全面推进新

零售店。截至目前，国美今年已新开

零售店40家， 有近200家商户已确

认合作。 国美对合作方将采取帮扶

到底的方式， 从零售商开业准备到

后期经营， 都将有专业的团队全程

指导，接入国美销售系统，开放供应

链、物流链，共享库存信息，授权品

牌使用。在三四线及以下市场，国美

将加速渠道下沉，2019年预计新开

1000家县域店。

苏宁易购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今年2月，苏宁发布空调下乡攻

略。 2019年，苏宁计划投入10亿元，

全国新开零售云店至7000家，并联

合空调品牌商开展农村产品定制模

式， 全年定制销售400万套农村空

调。 此外苏宁开启“全民焕新节” ，

投入10亿人民币“以旧换新”补贴。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曾

表示， 上轮家电下乡存在补贴兑付

手续相对繁琐、 实施效率不高等问

题，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消费和

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在新一轮的消

费刺激举措中，需要创新补贴方式，

进一步提升补贴效率。

带动产品升级

根据《方案》，家电补贴主要

应用于支持绿色、智能家电销售和

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两个方面，

因此在“下乡” 产品品类方面，将

趋于中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绿

色化。 来自国美的销售数据显示，

其智能彩电销售占比已达95%，

一、二级能效的冰箱和洗衣机占比

也已超过95%。

银河证券分析师指出，从2019

年春节消费数据可以看出， 在一线

市场高端智能家电受到青睐， 销售

增速较快。除了高端智能家电外，消

费者对有利于健康和生活便利的新

兴家电也有较大兴趣。 在新一线城

市， 越来越多的家装客户选择中央

空调、新风、中央采暖、全屋净水等

集成类舒适性家电。 而低线级城市

的消费则表现出强劲增长力， 厂商

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和电商渠道下

沉，为消费提供了便利条件。

节能减排促消费政策也对产

品升级产生影响，生产企业加大对

节能商品的研发投入和对节能商

品的投放力度，各品牌产品推陈出

新，高能效、智能化的环保产品占

比得到了显著提升。 业内人士表

示，随着主力消费人群逐渐向八零

后、九零后转移，智能家电和绿色

家电将更受青睐。

首批拟申请科创板企业扫描

多家公司和明星创投“打埋伏”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于蒙蒙

科创板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中国证

券报记者发稿，已有江苏北人、金达莱、

复旦张江、赛特斯、大力电工、先临三维

等6家公司通过发布公告方式明确拟申

请科创板上市，正推进IPO的新光光电、

烟台睿创、启明医疗、聚辰半导体、申联

生物等5家公司已在其更新的IPO相关

文件上表示，拟申请在科创板上市。 整

体看，上述企业均属科创板重点支持的

六大行业，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较强。 而

一些知名机构和A股上市公司也现身

上述企业的大股东名单。

聚焦六大行业

除上述11家公司外，西部超导和集

创北方尽管目前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但

从多方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其申请科创

板上市概率很高。从上述企业的注册地

看，位于上海的企业家数最多，达到了3

家，分别为聚辰半导体、申联生物、复旦

张江；江苏、浙江也有2家企业；北京、黑

龙江、江西、山东、陕西和湖北各1家。

行业分布上， 上述企业均属于科

创板重点支持的6大新兴战略性行业，

处于生物医药、 设备制造以及电子信

息行业企业数目居前，申联生物、启明

医疗、复旦张江身处生物医药行业，新

光光电、江苏北人、大力电工可归类为

高端装备制造业，聚辰半导体、集创北

方属于电子信息行业，先临三维、赛特

斯为数据软件开发企业， 金达莱属于

环保节能行业， 西部超导属于新材料

行业。

不少拟申请企业具备研究所和顶

尖高校背景。 新光光电的前身是哈尔滨

工业大学光学目标仿真与测试技术研

究所的一个课题组，西部超导的第一大

股东为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天眼查信

息显示， 这些企业专利储备较为丰富，

例如集创北方拥有近500条专利信息，

拥有10项软件著作权。

部分盈利能力强

从上述企业来看，大多数盈利能力

较强，部分企业甚至远高于同行业的A

股上市公司。

复旦张江2018年实现收入7.4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加48.77%；公司股东应

占利润1.51亿元，同比增加100.54%。金

达莱2018年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实

现营收7.14亿元， 同比增长47.56%，实

现净利润2.36亿元， 同比增长60.95%，

公司近三年以来毛利率稳定在60%左

右，高于同业上市公司。

公司IPO进程方面， 聚辰半导体、

申联生物、启明医疗、新光光电和集创

北方等公司目前已经进入辅导期。 江

苏北人拟申请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已经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赛特斯、 复旦张

江、金达莱目前已通过董事会决议，需

待股东大会审议。 大力电工目前仅在

公告中表示从新三板摘牌是为上科创

板做准备。

中科沃土基金董事长朱为绎表示，

从目前科创板的推进进度来看，上述企

业中，不少公司仅仅处于相关议案获得

董事会通过阶段， 尚未开始递交材料，

离正式登陆科创板尚有时日。

知名创投上市公司扎堆潜伏

不少知名创投和上市公司已悄然

现身上述企业的股东名单， 还有创投

“押宝” 两家以上公司。

一些拟申报科创板企业的上市A股

公司股东也借科创板东风，近期二级市

场表现亮眼。 其中， 目前持有金达莱

6.25%股份的骆驼股份，股价自2019年3

月5日以来， 六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54.72%。 天眼查显示，金达莱在新三板

挂牌以来，共有三轮融资。 2015年12月，

骆驼股份参与定向增发。 2016年3月，同

方厚持、 岩奇投资参与投资。 2017年3

月，太平洋证券认购700万股，认购金额

1.81亿元，资管计划委托方系骆驼股份。

聚辰半导体第一大股东和光投资

持有28.36%的股份，而和光投资的控股

股东是天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者又

系天壕环境的大股东。

赛特斯第三大股东南京高科新创

投资有限公司，是南京高科的全资子公

司，南京高科控股子公司南京高科科技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也持有赛特斯2.16%

的股份，为赛斯特第十大股东。此外，中

信证券持有赛斯特3.28%的股份， 位居

第五大股东。

复旦张江共进行两轮融资，A轮为

鼎晖投资， 战略投资轮引入张江高科、

上海医药、浦东科投。 复旦张江2018年

中报显示， 上海医药持有公司约1.4亿

股内资股和7056万股H股， 合计持有

22.77%股权,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海南

海药参股的上海联创永沂二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光

光电1.86%的股份。

部分科创板申报企业由于所掌握

的技术，引来了明星创投青睐。 启明医

疗是致力于心脏瓣膜疾病经导管治疗

的平台型企业， 公司被列入并完成了

“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

目，并正在执行“十三五”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重点项目。 其背后股东可谓“卧

虎藏龙” ，天眼查显示，启明医疗A轮引

入启明创投，B轮引入红杉资本、C轮获

得高盛集团3700万美元的投资。

有投资机构上演“梅开二度” 。深创

投持有西部超导19.18%的股份，另持有

赛斯特6.24%的股份。 而同方厚持则先

后“押中”金达莱和先临三维。从公司资

料来看，同方厚持投资科创企业拥有一

定优势。 公司依托清华大学的产学研管

优势及清华同方的高科技产业生态，旗

下运营创业投资品牌 “同方创投” 、产

业资本管理品牌“同方厚持” ，将进一

步深入布局军民融合、医疗健康、智慧

城市、高端制造、大数据等产业。

相关公司回应涉“3·15” 晚会问题

□本报记者 江钰铃

实习记者 傅苏颖

日前，央视“3·15” 晚会曝光

了智能骚扰电话、 电子烟释放有害

物质等问题， 参股所涉企业的部分

上市公司遭交易所问询。 3月17日，

蓝色光标、亿纬锂能、东风股份、顺

灏股份等多家公司均给予了回应。

称未涉及雾化电子烟

据央视“3·15” 晚会报道，一

些电子烟烟液尼古丁含量标识不规

范，有些尼古丁含量超标。烟液中含

有甲醛、丙二醇和甘油。

东风股份表示， 公司参股40%

的参股子公司绿馨电子及其下属子

公司主要开展低温加热不燃烧烟具

的研发和销售， 主要销售市场为日

本等国际地区， 未涉及相关媒体报

道的有害雾化类烟油电子烟产品。

目前该参股子公司尚未盈利， 对公

司影响微小。

东风股份称， 将以参股股东的

身份持续加强对绿馨电子生产经营

的监督， 要求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遵守国家质量标准等，

保证生产安全，严格管控产品质量，

有效维护产品使用者和广大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亿纬锂能3月17日晚间回复深

交所的问询函称，自2017年7月1日

起， 其参股的麦克韦尔不再纳入亿

纬锂能的合并报表范围， 电子雾化

器业务不再是亿纬锂能的主营业务

之一。 亿纬锂能不涉及电子烟的制

造和销售，更不涉及央视“3.15” 晚

会所关注的烟液超标问题。

顺灏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上回应称， 公司主要开展低温加

热不燃烧烟具的研发和销售，不

涉及烟液等内容物的生产， 且低

温加热不燃烧和雾化电子烟有明显

区别。 央视“3·15” 晚会对不良乱

象的整顿，有助于规范行业有序发

展，长期来看，对公司健康发展有

积极作用。

蓝色光标回复问询

央视“3·15晚会” 报道蓝色光

标参股的璧合科技涉嫌通过探针盒

子获取用户信息， 随后蓝色光标遭

深交所问询。

3月17日晚间， 蓝色光标回复

深交所问询函称， 璧合科技为公司

2014年底参与投资的企业，后期由

于市场环境以及璧合科技自身发展

规划的变化，公司于2015年年底至

2016年年中辞去了璧合科技的董

事席位并处置了部分股权， 不再参

与和影响璧合科技的实际经营，转

为财务投资。 2017年至今，公司与

璧合科技已无任何关联交易。

公司称，2014年12月5日，蓝色

光标投资取得璧合科技25%股权，

当时璧合科技的主要业务是为广告

主 提 供 基 于 RTB (Real� Time�

Bidding)模式的互联网广告发布及

相关的服务， 蓝色光标期望通过该

项投资， 增强为网络游戏客户的营

销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的能力。

公司称， 由于市场环境以及璧

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划的变化， 蓝色

光标于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中

辞去了璧合科技的董事席位并处置

了 部 分 股 权 ， 持 股 比 例 降 为

19.79%，不具有向其董事会或类似

权力机构中派驻代表的权利。 因此

自2016年6月28日起， 蓝色光标不

再参与和影响璧合科技的实际经

营，转为财务投资。

根据璧合科技的声明，2016年

12月1日， 由璧合科技曾经参与财

务投资的天津璧合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正式组建团队研发和销售投入

“招财喵” 产品。

公告显示， 经公司自查确认，

蓝色光标自2016年6月28日后，已

不占有璧合科技的董事席位，也未

参与其日常运营决策。 公司未曾涉

及或参与媒体报道的璧合科技相

关业务，也未与该项产品有任何业

务往来。

公司披露，2015年蓝色光标与璧

合科技的关联方交易为19.78万元，占

蓝色光标当年收入之0.00237%、

2016年为36.51万元， 占蓝色光标

当年收入之0.00296%。 2017年至

今，公司与璧合科技已无任何关联

交易。

三家生物医药企业拟申报科创板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实习记者 傅苏颖

科创板正点燃生物医药企业的上

市热情。 近日，申联生物医药拟变更申

请上市交易所板块为科创板， 辅导机

构为国信证券。 这是继启明医疗、复旦

张江之后， 又一家申报科创板的生物

医药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 生物医药作为科

创板的重点面向行业之一，可以预见，

未来将有一批具有科技创新属性的生

物医药企业获得流动性更佳、 成本更

低、准入机制灵活的融资环境。 随着众

多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领导者陆续登

上科创板， 生物医药行业有望迎来新

一轮投资热。

3家企业申报科创板

近日， 上海证监局官网发布了申

联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进

展公告， 申联生物决定将拟申报上市

的板块由上交所主板变更为科创板。

对于申请板块变更的原因， 申联生物

仅表示，“结合实际情况” ， 具体原因

并未多提。

申联生物官网介绍， 公司是国内

第一家合成肽疫苗生产企业， 是一家

坚持自主创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国内猪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市场，申

联生物销量一直领先， 市场遍布全国

30个省市， 产品和服务获得用户的广

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证监局也于近

日披露了启明医疗辅导备案公示文件，

启明医疗上市辅导计划主要辅导科创

板相关规定，辅导机构为中金公司。

此外， 科创板的开闸也吸引了港

股生物医药公司的目光。 复旦张江3月

8日发布公告称， 董事会会议决定，拟

向有关监管部门申请， 向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询价对

象及在上交所开设证券账户的科创板

合格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交所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发行不超过

1.2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0.1元的A股，

同时向上交所申请A股上市及买卖。

公司认为， 相较于上交所主板而

言， 科创板上市更能体现创新及研发

能力，契合市场定位及长远发展目标。

助益生物医药企业

为何生物医药企业如此热衷科

创板？

分析人士指出， 新药研发过程投

入巨大，耗时长达数年，而每一步的失

败率也非常之高。 相关数据显示，从早

期药物发现到商业化平均需要10年以

上，研发成本超过10亿美元，而从发现

到最终通过审批的成功率极低， 甚至

低于0.01%。因此新药研发需要资本市

场助力、输血。

民生证券认为， 科创板的设立有

望引导资金对生物医药行业中拥有关

键核心技术、 卓越创新能力以及稳定

商业模式企业的支持。

兴业证券则认为， 科创板是面向

科技创新企业， 增强市场包容性的一

次服务能力提升， 创新生物医药企业

无疑将从中获益。

兴业证券进一步指出， 科创板的

到来增添了市场对于优质中、 小型科

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 也再次引领资

本聚焦于研发创新。 而生物医药作为

科创板的重点面向行业之一， 可以预

见， 未来将有一批具有科技创新属性

的生物医药企业获得流动性更佳、成

本更低、更易触达的融资环境。 未来，

随着众多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领导者

陆续登上科创板， 整体医药行业均有

望迎来新一轮投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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