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大维度剖析科创板首批企业成色

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四大领域 平均每家研发投入1.38亿元

本报记者 杨洁 胡雨 张兴旺

7月22日万众瞩目的科创板将正式开板，首批25家上市公司蓄势待发。 在即将开板的当下，中国证券记者对即将上市的25家科创板公司，从地域分布、行业、业绩、募资、研发投入等九大维度进行全

面梳理，试图以最全面的视角立体展示这25家公司的含金量及科研成色，以飨众多读者。

分布于京沪苏粤浙等9省市

从地域上来看，25家公司分布在全国9个省（市）。其中，北京有5家，分别是中国通号、交控科技、沃尔德、天宜上佳、航天宏图；上海有5家，分别是澜起科技、中微公司、心脉医疗、乐鑫科技、安集科技；

江苏有4家，分别是华兴源创、天准科技、瀚川智能、南微医学；广东有3家，分别是光峰科技、方邦股份、嘉元科技；浙江有3家，分别是容百科技、杭可科技、虹软科技；陕西有2家，分别是西部超导、铂力特；

福建有1家，即福光股份；山东有1家，即睿创微纳；黑龙江有1家，即新光光电。

新一代信息技术占比过半

从行业来看，25家科创板公司覆盖4大领域，其中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有13家，占比最高；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各有5家；生物产业公司数量较少，仅有2家。 25家公司中未有

属于新能源及节能环保领域公司。

20家公司采用上市标准一

从发行价上来看，25家公司平均发行价为29.20元，其中乐鑫科技发行价最高，为62.60元；中国通号发行价最低，为5.85元。 从发行市盈率来看，25家公司平均发行市盈率为53.40倍；其中，发行市盈率

最高的是中微公司，为170.75倍；发行市盈率最低的是中国通号，为18.80倍。 从上市标准来看，20家公司采用上市标准一，4家公司采用上市标准四，1家公司采用上市标准三。

中国通号营收规模占首批公司三分之二

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018年营收规模均在2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上的有10家，占比四成左右。 25家公司合计实现营收595.89亿元，中国通号一家公司的营收规模就占了三分之二，达到400.13亿元，排

名25家公司2018年营收榜单榜首。 从近三年营收规模复合增长率来看，有22家公司保持10%以上的营收复合增速，排在首位的睿创微纳，营收复合增速达到152.49%，另有光峰科技、乐鑫科技营收复合

增速也接近100%。

半数公司2018年净利润在1亿元以上

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018年均实现盈利，没有亏损公司在列，有13家公司2018年的归母净利润超过1亿元，占比超过半数。 25家公司2018年归母净利润合计达到71.35亿元，其中，仍然是中国通号排

名最高，2018年归母净利润达到34.09亿元。 不过从近三年业绩来看，中微公司、南微医学两家公司在2016年时还是净利润亏损状态，但依靠强劲的增长率，2017年便开始扭亏为盈。

从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来看，25家公司平均业绩增速高达87%左右，秒杀绝大多数创业板公司，其中，乐鑫科技、瀚川智能、容百科技、睿创微纳、光峰科技、澜起科技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超过100%，只有一家公司西部超导近三年净利润呈现下滑之势，公司在招股书中解释，业绩下降主要受成本上升、期间费用以及资产减值损失计提金额较大影响。

5家公司毛利率超过70%

从毛利率来看，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有12家公司2018年综合业务毛利率超过50%，5家公司2018年毛利率超过70%，其中虹软科技毛利率最高，达到94.29%。

平均每家募资近15亿元

从募集资金规模看，25家科创板公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达370.18亿元，平均每家募资规模为14.81亿元。13家公司预计募集资金超过10亿元，占比超过一半；2家公司预计募集资金超过20亿元；多数公

司募资规模在5亿元至15亿元之间。

25家企业中，中国通号以105.3亿元募资额位居首位，也是目前所有申报科创板上市公司中募资金额最高的一家，公司拟将募集资金用于先进及智能技术研发项目、先进及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信息

化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安集科技募资规模较小，此次登陆科创板公司拟募集5.2亿元，将用于公司CMP抛光液生产线扩建项目、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集成电路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

近三成公司负债率超50%

从资产规模看，25家科创板公司2018年总资产合计1151.63亿元，平均每家公司46.07亿元，但多数公司总资产规模都在20亿元以内，12家公司总资产不足10亿元。 中国通号一家公司便贡献了总资产

的近7成，2018年公司总资产合计796.79亿元，其负债规模、净资产规模也远超其他24家公司，2018年公司负债及净资产分别为494.06亿元、289.08亿元。

从资产负债率看，25家公司2018年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33%，7家公司2018年资产负债率超过50%，交控科技最高，达81%；方邦股份2018年资产负债率仅有5%，沃尔德、天宜上佳2018年资产负债率

较低，均为9%。

25家公司2016年至2018年净资产均实现增长，其中9家公司最近3年净资产复合增长率超过50%，6家超过100%；中微公司增长最快，2016年公司净资产尚亏损8.71亿元，到2018年已迅速增长至21.16

亿元。

7家公司年研发投入超1亿元

研发实力是判定科创板公司“成色”最重要指标之一。 目前注册获通过的25家科创板公司，2018年研发投入总额合计34.6亿元，占营业收入总和的5.81%；每家公司2018年在研发投入平均值为1.38亿

元。

从单家公司研发投入看，7家公司2018年研发支出超过1亿元，中国通号凭借13.8亿元支出居首；中微公司、澜起科技研发投入分别为4.04亿元、2.77亿元。 从单家公司研发投入力度（研发投入占当年

营业收入比重）看，有10家公司2018年研发投入力度超过10%，4家公司研发力度超过20%，虹软科技最高，达32.42%；多数公司2018年研发力度在5%-10%之间。

从研发队伍规模看，截至2018年底，25家公司共有研发人员8185名，平均每家公司327.4名。 中国通号研发人员高达3676名，占到25家公司研发人员总数的近45%；研发人数占公司员工总数比例超过

20%的有16家，澜起科技、乐鑫医疗、虹软科技研发人数占公司员工总数比例最高，分别为70.98%、67.22%、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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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公司2018年净利润逾1亿元

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018年均

实现盈利，没有亏损公司在列，有13

家公司2018年的归母净利润超过1

亿元， 占比超过半数。 25家公司

2018 年 的 归 母 净 利 润 合 计 达 到

71 . 35亿元，其中，中国通号排名最

高，2018年的归母净利润达到34 . 09

亿元。不过从近三年业绩来看，中微

公司、 南微医学两家公司在2016年

时净利润还处于亏损状态， 但依靠

强劲的增长率，2017年便开始扭亏

为盈。

从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

率来看，25家公司平均业绩增速高达

87%左右，其中，乐鑫科技、瀚川智

能、容百科技、睿创微纳、光峰科技、

澜起科技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

长率超过100%。

7家公司年研发投入逾1亿元

研发实力是判定科创板公司“成

色”最重要指标之一。 目前注册获通

过的25家科创板公司，2018年研发投

入总额合计34.6亿元，占营业收入总

和的5.81%；每家公司2018年在研发

投入平均值为1.38亿元。

从单家公司研发投入看，7家公

司2018年研发支出超过1亿元， 中国

通号凭借13.8亿元支出居首；中微公

司、澜起科技研发投入分别为4.04亿

元、2.77亿元。 从单家公司研发投入

力度 （研发投入占当年营业收入比

重）看，有10家公司2018年研发投入

力度超过10%，4家公司研发力度超

过20%，虹软科技最高，达32.42%；多

数公司2018年研发力度在5%-10%

之间。

从研发队伍规模看，截至2018年

底，25家公司共有研发人员8185名，

平均每家公司327名。 中国通号研发

人员高达3676名，占到25家公司研发

人员总数的近45%；研发人数占公司

员工总数比例超过20%的有16家，澜

起科技、乐鑫医疗、虹软科技研发人

数占公司员工总数比例最高，分别为

70.98%、67.22%、65.73%。

研发支出占营收比（%）

资产总额逾1100亿元

从资产规模看，25家科创板公

司2018年总资产合计1151.63亿元，

平均每家公司46.07亿元， 但多数公

司总资产规模都在20亿元以内，12

家公司总资产不足10亿元。 中国通

号一家公司便贡献了总资产的近7

成，2018年公司总资产合计 796.79

亿元， 其净资产规模也远超其他24

家 公 司 ，2018 年 公 司 净 资 产 为

289.08亿元。

25家公司2016年至2018年净资

产均实现增长，其中9家公司最近3年

净资产复合增长率超过50% ，6家超

过100%；中微公司增长最快，2016年

公司净资产为-8.71亿元， 到2018年

已迅速增长至21.16亿元。

5家公司毛利率逾70%

从毛利率来看，25家科创板上市

公司中，有12家公司2018年综合业务

毛利率超过50%，5家公司2018年毛

利率超过70%，其中虹软科技毛利率

最高，达到94.29%。

虹软科技致力于视觉人工智能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其提供的视觉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智能手

机行业。 2016年至2018年公司连续

三年综合毛利率超过92%，对此公司

表示是由于公司授权许可的算法软

件包一般无需实体硬件的生产、包装

及运输， 因此主营业务成本较低，毛

利率较高。

20家公司采用上市标准一

从发行价格来看，25家公司平均

发行价为29.20元，其中乐鑫科技发行

价最高，为62.60元；中国通号发行价

最低，为5.85元。 从发行市盈率来看，

25家公司平均发行市盈率为53.40倍；

其中，发行市盈率最高的是中微公司，

为170.75倍； 发行市盈率最低的是中

国通号，为18.80倍。从上市标准来看，

20家公司采用上市标准一，4家公司

采用上市标准四，1家公司采用上市

标准三。

营收规模近600亿元

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018年营

收规模均在2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上

的有10家，占比四成左右。 25家公司

合计实现营收595.89亿元，中国通号

一家公司的营收规模就占了三分之

二，达到400.13亿元，排名25家公司

2018年营收榜单榜首。从近三年营收

规模复合增长率来看，有22家公司保

持10%以上的营收复合增速，排在首

位的睿创微纳， 营收复合增速达到

152.49%，另有光峰科技、乐鑫科技营

收复合增速也接近100%。

上市标准选择

归母净利润（2018年）单位：亿元

营收规模（2018年） 单位：亿元

平均每家募资近15亿元

从募集资金规模看，25家科创板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达370.18亿元，平

均每家募资规模为14.81亿元。 13家

公司募集资金超过10亿元，占比超过

一半；2家公司募集资金超过20亿元；

多数公司募资规模在5亿元至15亿元

之间。

25家企业中， 中国通号以105.3

亿元募资额位居首位，也是目前所有

申报科创板上市公司中募资金额最

高的一家，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先进

及智能技术研发项目、先进及智能制

造基地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及补充

流动资金。 安集科技募资规模较小，

此次登陆科创板公司募集5.2亿元，将

用于公司CMP抛光液生产线扩建项

目、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集成电

路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

九大维度剖析科创板首批企业成色

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四大领域 平均每家研发投入1.38亿元

□本报记者 杨洁 胡雨 张兴旺

7月22日万众瞩目

的科创板开市交易，首批

25家上市公司集体亮

相。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

25家科创板公司， 从地

域分布、 行业、 业绩、募

资、研发投入等九大维度

进行梳理， 立体展示这

25家公司的含金量及科

研成色。

新一代信息技术占比过半

上交所设立科创板，主要服务于

符合国家战略、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 从行

业来看，25家科创板公司覆盖4大领

域，其中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

有13家，占比最高；属于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各有5家；生

物产业公司数量较少，仅有2家。 25家

公司中未有属于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领域公司。

分布于京沪苏粤浙等9省市

从地域上来看，25家公司分布在

全国9个省（市）。 其中，北京有5家，

分别是中国通号、交控科技、沃尔德、

天宜上佳、航天宏图；上海有5家，分

别是澜起科技、中微公司、心脉医疗、

乐鑫科技、安集科技；江苏有4家，分

别是华兴源创、天准科技、瀚川智能、

南微医学；广东有3家，分别是光峰科

技、方邦股份、嘉元科技；浙江有3家，

分别是容百科技、杭可科技、虹软科

技；陕西有2家，分别是西部超导、铂

力特；福建有1家，即福光股份；山东

有1家，即睿创微纳；黑龙江有1家，即

新光光电。

25家科创板公司地域分布

公司行业分布状况

募资总额（亿元）

总资产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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