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特瑞

苏轴股份

球冠电缆

同享科技

佳先股份

颖泰生物

艾融软件

方大股份

龙泰家居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8.3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4.79

发行市盈率 36.95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6.4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68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16 2.72 2.42

归母净利润（万元） 2606.79 3428.07 2862.2

毛利率 27.66% 23.88% 27.83%

本次募资用途 可变信息标签生产线建设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快递物流包装的生产、销售以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为世界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快递物流

包装应用材料个性化产品解决方案。

殷图网联（835508）：电网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大唐药业（836433）：我国民族药（蒙药）领先企业

观典防务（832317）：无人机禁毒服务排头兵

流金岁月（834021）：电视频道综合运营服务商

三友科技（834475）：打造阴极板制造领军企业

鹿得医疗（832278）：家用医疗器械先进企业

永顺生物（839729）：猪瘟疫苗行业龙头企业

泰祥股份（833874）：汽车发动机零部件领先企业

生物谷（833266）：中药品种灯盏花龙头企业

方大股份（838163）：快递物流包装领先企业

苏轴股份（430418）：滚针轴承行业头部企业

同享科技（839167）：光伏焊带领先企业

本次公开发行

情况

发行价（元/股） 5.87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7.95

发行市盈率 37.45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9.58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3.52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四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1362.8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

规模的22.71%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3.51 4.73 6.08

归母净利润（万元） 2402.32 3185.80 5135.73

毛利率 24.32% 20.31% 21.52%

本次募资用途 购置设备、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城乡环境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以环卫服务为主，并延伸至垃

圾分类收运及处置、绿化工程服务等综合服务领域。 近年来，公司业务版图从总

部重庆扩展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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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市，市场区域从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快速向县级及以下区

域拓展。

新安洁（831370）：区域环卫领先企业

贝特瑞（835185）：锂电池负极材料龙头企业

龙泰家居（831445）：竹制品家居行业龙头

球冠电缆（834682）：国家电网核心供应商

佳先股份（430489）：深耕PVC上游细分领域

颖泰生物（833819）：本土成长的农化龙头企业

精选层鸣锣开市 32家“小而美” 首秀

艾融软件（830799）：领先的金融IT服务商

� 新三板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到来！ 7月27日，精选层首批32家公司正式挂

牌交易，标志着本轮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的关键举措顺利实施。 匹配转板、发

行、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等差异化制度安排，精选层有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创新层和基础层企业成长升级。 专家表示，32家公司“小而美” 特征明显，

大部分属于行业细分领域排头兵。

凯添燃气（831010）：天然气全产业链领先企业

本次公开发行

情况

发行价（元/股） 25.1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34.08

发行市盈率 49.31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25.39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22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两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17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

的20%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4 1.69 2.13

归母净利润（万元） 3865.42 5379.81 4343.49

毛利率 52.69% 55.25% 44.41%

本次募资用途

SQUARE

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建设项目、

SQUARE

提升大规模软件定制能力体系建设

项目、

SQUARE

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培训认证体系建设项目、

SQUARE

金融科技大规模

软件开发效能管理平台建设项目、营销及服务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和偿还银行借款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向金融机构提供深度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的计算机科技公司， 向银行为主

的金融机构及其他大型企业提供创新业务咨询、

IT

系统建设规划、软硬件开发、大数据

运营服务等专业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公司服务的知名客户包括工商银行等

3

家大型商

业银行，中信银行等

7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产品的终端用户使用总规模已超

过

5

亿人。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5.45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7.95

发行市盈率 24.77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89.5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5.45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八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30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30%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61.4 62.32 52.95

归母净利润（万元） 29163.19 44348.45 28168.53

毛利率 16.40% 23.10% 24.51%

本次募资用途 农药原药产品转型升级及副产精酚综合回收利用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以研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先导的农化产品供应商，主要从事农药原药、中

间体及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GLP

技术服务。 公司秉持“担当、创新、协作”

的核心价值观，以“让农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使命，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创新，已形

成品种丰富、工艺技术较为先进的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三大品类百余种产品。 公

司通过将高品质产品销售给优质客户服务于全球植物保护市场，业务遍布全球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受到了

ADAMA

（安道麦）、

CORTEVA

（科迪华）、

NUFARM

（纽

发姆）、

LANXESS

（朗盛）等众多国际知名跨国农化公司的认可。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9.5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3.52

发行市盈率 25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8.65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03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28 1.45 1.56

归母净利润（万元） 1629.62 2530.01 3570.62

毛利率 29.92% 33.52% 39.34%

本次募资用途

年产

7000

吨

DBM

及

1000

吨

SBM

生产项目（退市进园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

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主营业务简介

生产、销售环保热稳定剂助剂，主要产品（

β-

二酮化合物）为

DBM

和

SBM

。

DBM

和

SBM

最终应用于

PVC

产品领域，如

PVC

异型材、

PVC

管材管件、电线电缆、注塑制品、

食品包装、医疗制品、玩具等。

2017

年

-2019

年，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98.22%

、

102.00%

和

103.14%

，产销率分别为

106.44%

、

99.10%

和

103.57%

。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9.1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2.52

发行市盈率 19.73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5.02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3.64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5.85 20.33 21.76

归母净利润（万元） 5678.08 5509.70 7969.26

毛利率 13.55% 12.80% 13.12%

本次募资用途

城市轨道交通及装备用环保型特种电缆建设项目、电线电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研发、生产、销售，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

500kV

以下级别电

线电缆，产品应用涉及电力、能源、交通、智能装备、石化、冶金、工矿、通讯、建筑工程

等多个领域，客户主要为国家电网及其下属公司、轨道交通公司以及大型建筑企业。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9.1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3.87

发行市盈率 20.70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3.11

定价方式 直接定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84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一名战略投资者获配1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6.5%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58 2.38 2.74

归母净利润（万元） 2364.94 4692.57 5531.83

毛利率 28.72% 30.42% 32.01%

本次募资用途 竹及竹木复合弯曲家居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设计创意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主要产品包括菜板、转盘、碗、花架等各类竹制家具，分为收纳、餐具、园艺、家具四大

系列，收纳置物为驱动增长主力，现已成为该领域的龙头企业。

2017

年至

2019

年，公

司主要产品产能分别为

996.24

万件、

1590.86

万件和

1962.03

万件，呈上升趋势。 宜家

是公司最大单一客户。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41.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45.91

发行市盈率 51.94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202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0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9.67 40.08 43.9

归母净利润（亿元） 3.36 4.81 6.66

毛利率 28.65% 29.04% 30.12%

本次募资用途

惠州市贝特瑞年产

4

万吨锂电负极材料项目、年产

3

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项

目

(

二期

)

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以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和正极材料为核心产品，是行业地位突出的新能源材料

研发与制造商。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天然石墨负极材料、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硅基等

新型负极材料、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与高镍三元正极材料

(NCA

、

NCM811

等

)

等锂离子

电池正负极材料。 该等材料是制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消费电子电池、储能电池

的核心材料。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3.99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4.4

发行市盈率 24.49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7.45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9581.75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一名战略投资者获配14.9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2.18%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6.02 5.5 5.58

归母净利润（万元） 7933.83 7224.75 9116.93

毛利率 83.05% 80.96% 80.11%

本次募资用途 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目前国内从事灯盏花系列药品生产企业中产销规模、品种结构、自主知识

产权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的制药企业，是国内灯盏花药品领域的龙头企业，目

前在灯盏花类口服制剂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0.1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9.5

发行市盈率 19.82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4.31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52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44 3.49 4.09

归母净利润（万元） 1024.52 1679.86 3047.55

毛利率 14.71% 13.27% 16.82%

本次募资用途 年产涂锡铜带

(

丝

) 10000

吨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专注于高性能光伏焊带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互连焊带和汇流焊带。

公司为满足下游市场对高性能、高性价比、高可靠度光伏焊带的需求，通过不断的自

主研发，形成了丰富的产品体系，可为光伏组件厂商提供多种高性能光伏焊带产品。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4.45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7.95

发行市盈率 19.12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3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1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3.43 4.12 4.32

归母净利润（万元） 5732.87 6309.02 6632.99

毛利率 38.48% 36.19% 36.61%

本次募资用途 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智能汽车用高性能滚针轴承扩产与技术改造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前身苏州轴承厂，成立于

1958

年。 成立

60

余年来，公司一直专注于滚针轴承行

业，在滚针轴承行业拥有丰富的制造经验和深厚的技术积累。 根据中国轴承工业协

会的统计数据，

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生产的滚针轴承产量，在轴承行业同类产品

中排名第一，为滚针轴承细分行业的头部企业。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6.42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8.76

发行市盈率 14.95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9.87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55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98 1.97 1.79

归母净利润（万元） 9152.01 9051.35 7870.57

毛利率 63.16% 62.05% 61.27%

本次募资用途 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专注于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致力成长为符合国际一流标

准的动力及传动系统核心零部件的全球供应商。公司自主研究发明了“球墨铸铁

汽油发动机主轴承盖铸造方法及应用该方法的铸造模具”和“汽车发动机连体主

轴承盖的生产方法”两项发明专利，并规模化地运用上述发明专利为大众汽车及

其他知名品牌汽车、发动机制造企业提供发动机主轴承盖产品。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7.1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8.39

发行市盈率 30.06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5.1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15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4.23 6.19 6.98

归母净利润（万元） 5349.55 5514.08 5116.66

毛利率 22.62% 18.02% 18.07%

本次募资用途 技术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提供卫星电视直播信号落地入网覆盖服务， 在卫视覆盖预算与实际渠道

执行成本的价差中获得利润。 公司业务从原有的单一的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渠道扩

充到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渠道和互联网电视（

OTT TV

）渠道，卫视直播信号落地

入网覆盖业务呈快速发展态势。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29.8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35.5

发行市盈率 46.01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27.3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3585.6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3.83 3.91 3.31

归母净利润（万元） 9050.08 10341.54 6345.28

毛利率 68.28% 73.07% 63.42%

本次募资用途 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制与开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生物医药企业，主

要产品为猪用疫苗和禽用疫苗。 公司核心产品市场地位突出，

2017

年和

2018

年，公

司猪瘟疫苗产品全国市场份额排名均为行业第一， 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

疫苗产品全国市场份额排名均为行业第二， 禽流感灭活疫苗产品全国市场份额排名

均为行业第六。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4.79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4.84

发行市盈率 18.38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8.83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3.18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21 2.94 3.55

归母净利润（万元） 4013.38 4129.63 6121.63

毛利率 31.59% 27.90% 27.50%

本次募资用途 银川市应急调峰储气设施建设项目

(

一期

)

工程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系一家专业从事城镇燃气输配及燃气管道工程安装、 燃气装备应用技术研发及

运营 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始终致力于天然气全产业链的拓展，在常规天

然气输配服务

(

城市燃气、乡镇燃气、

LNG

服务

)

、非常规天然气回收利用服务方面建

立了自身的技术和服务优势。 公司探索建立

"

燃气装备

+

燃气服务

"

的经营发展模式，

旨在突破城市燃气企业的区域限制和发展瓶颈。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9.9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9.63

发行市盈率 26.49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3.85

定价方式 直接定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0.72 0.73 0.87

归母净利润（万元） 1756.6 2019.55 2015.36

毛利率 51.82% 54.45% 48.50%

本次募资用途 智慧变电站多维立体巡检管控平台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以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为核心的电网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业务

链涵盖方案设计、软件开发、集成联调、升级改造及运行维护等各个环节，形成了电

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技术服务与咨询及软件开发与销售的三

位一体的产品服务体系。

2012

年至今，累计在

20

余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建设超过

1500

套主站或站端平台。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8.55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1

发行市盈率 32.84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0.18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5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82 2.94 3.04

归母净利润（万元） 1816.27 2028.55 3254.38

毛利率 25.51% 25.15% 26.92%

本次募资用途 医疗器械产品及配件智能升级技改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鹿得大数据新零售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以家用医疗器械为主的医疗器械及保健护理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包括：血压计、雾化器、听诊器、冲牙器等。公司产品大多数应用于家庭，

为广大家庭和个人消费者提供家庭血压监测、呼吸道疾病治疗、口腔清洁保健等功

能，帮助消费者进行相关疾病的监测、预防和治疗，积极进行健康管理，提高身体健

康水平。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8.19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9.6

发行市盈率 22.40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0.19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9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37 1.69 2.25

归母净利润（万元） 2891.21 4027.93 5421.16

毛利率 66.26% 74.72% 72.44%

本次募资用途

大唐药业健康科技产业园区项目、 营销体系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蒙药资源开发、特色专科药和大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

综合性制药企业，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中成药（含民族药）和化学制剂药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公司目前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

GMP

证书和

266

个药品文号，能够为市场生

产和提供符合国家要求的高质量的药品。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9.9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0.6

发行市盈率 18.85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4.55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43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一名战略投资者获配240.48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6.82%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65 1.83 3.2

归母净利润（万元） 1494.6 2507.50 3232.42

毛利率 28.32% 28.65% 21.65%

本次募资用途

年产

5

万张“铜包钢”不锈钢阴极板生产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和市场营销与

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专注于有色金属电化学精炼专用新型电极材料及成套智能装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 公司产品主要分为阴极板和机组设备两大类。 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为国内大中

型有色金属冶炼企业。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拥有

42

项专利技术（其中

16

项发明专利），

2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3.69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6.58

发行市盈率 51.37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26.25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5.42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五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354.8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

规模的8.96%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0.81 1.05 1.46

归母净利润（万元） 3001.35 2057.06 4170.42

毛利率 60.22% 45.80% 51.61%

本次募资用途

无人机航测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新一代无人机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无人机服务提供商， 也是国内最早从事无人机禁毒产品研发与

服务产业化的企业。 公司目前在无人机禁毒服务行业中尚无实质性的竞争对手。

国源科技（835184）：地理信息服务领先企业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1.8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8.74

发行市盈率 35.67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25.07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3.97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

年）

营业收入（亿元） 3.23 3.18 3.22

归母净利润（万元） 4231.4 4103.75 4570.88

毛利率 42.30% 41.24% 40.64%

本次募资用途

基础数据加工与主动遥感能力建设项目、 时空大数据平台开发及应用建设项目和补

充动性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专注于地理信息和农业大数据领域，以地理信息开发应用为核心，通过将

3S

技术

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向客户提供地理信息数据工程、

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空间信息应用服务等业务。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48.47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49.2

发行市盈率 32.04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33.97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4.85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三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200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20%

财务表现 （2017年

-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2.01 27.6 23.8

归母净利润（万元） 5365.69 7627.10 12179.35

毛利率 12.55% 14.09% 18.61%

本次募资用途

OLED

制造装置零部件膜剥离、精密再生及热喷涂（二期）项目、背光源智能制造及相

关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为半导体显示面板重要零部件背光显示模组一站式综合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包

含背光显示模组、导光板、精密结构件、光学材料等相关零部件，广泛应用于笔记本、平

板、桌面显示器、车载屏幕、手机等终端产品。公司与京东方、群创光电等国内外知名显

示面板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产品终端客户覆盖华为、联想、三星、惠普、小米等国内

外知名消费电子企业及整车厂。

本次公开发行

情况

发行价（元/股） 37.89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44.3

发行市盈率 30.93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44.45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5.68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10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30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20%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8.77 10.53 9.72

归母净利润（万元） 1.85 1.65 1.61

毛利率 43.04% 39.59% 34.77%

本次募资用途 单晶炉和切片机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为光伏及半导体行业下游客户提供高性能的晶硅制造和硅片处理等生产设备，

主要产品包括单晶炉、线切设备、磨床、硅片处理设备和氩气回收装备等。

2008

年，公

司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线切方机， 实现对进口设备的替

代。 截至

2020

年

5

月末拥有

4

项发明专利和

38

项实用新型专利。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8.86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8.79

发行市盈率 17.7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5.88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01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7 4.39 3.81

归母净利润（万元） 2894.12 5814.73 4670.6

毛利率 27.22% 26.27% 27.18%

本次募资用途 汽车非易损件新产品开发项目、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致力于汽车后市场非易损零部件的开发、设计与销售，同时为客户提供整套完善

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公司采取柔性化的市场需求导向型模式，将重点放在市场调研、工

程设计、模具开发、产品验证上，生产环节委托外部厂商进行，公司主要负责对其关键

技术把控及指导，并进行质量管理。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22.31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24.15

发行市盈率 90.43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7.52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68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3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24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20%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2.19 2.15 2.2

归母净利润（万元） 1935.54 2514.65 3160.61

毛利率 35.11% 34.52% 46.03%

本次募资用途

5G

测试关键技术与产品开发项目、 毫米波测试关键技术与产品开发项目和补充流动

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专注于研发无线通信与射频微波测试仪器，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重点拓展无线通信

市场、无线电监测和北斗导航市场、以无线通信为主的智能制造市场三个方向，拥有

了自主品牌和一系列测试仪器核心专利技术。 公司系

IMT-2020

（

5G

） 推进组成员。

2016

年

12

月，公司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本次公开发行

情况

发行价（元/股） 6.89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7.79

发行市盈率 24.57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0.9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3.5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55 4.35 4.64

归母净利润（万元） 3924.76 3981.51 957.63

毛利率 39.92% 23.38% 23.83%

本次募资用途 环保装置平台化运营升级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工业烟气环保工程项目的建造和运营方面的综合治理服务。

本次公开发行

情况

发行价（元/股） 10.8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7.7

发行市盈率 27.41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2.28

定价方式 直接定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两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18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20%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22 1.44 2.84

归母净利润（万元） 186.99 385.14 1555.92

毛利率 16.63% 26.34% 27.91%

本次募资用途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偿还到期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目前的服务和产品主要由五个业务模块构成，分别是研发与设计咨询服务、预制

混凝土部品生产、装配式建筑施工、工程总承包以及预制墙板贸易。 公司是江苏省建

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本次公开发行

情况

发行价（元/股） 18.18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20.01

发行市盈率 25.41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1.4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18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三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154.02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12.83%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51 1.53 1.67

归母净利润（万元） 4535.22 4259.43 4965.46

毛利率 56.75% 58.83% 61.12%

本次募资用途 智慧交通产业基地项目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为高速公路行业提供以视频为核心的监控信息化产品及服务，客户以国内大

型的道路交通机电系统集成商为主。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专利

39

项（其中发明专利

18

项）、软件著作权

34

项。

旭杰科技（836149）：区域建配领先企业

微创光电（430198）：智慧高速视频监控软件提供商

中航泰达：工业烟气治理综合服务商

建邦股份（837242）：汽车后市场领先企业

连城数控（835368）：晶体硅生长和加工设备供应商

创远仪器（831961）：射频通信测试仪器领域领先者

润农节水（830964）：滴灌技术国内领先

森萱医药（830946）：原料药细分领域领军企业

恒拓开源（834415）：航空IT行业标志性企业

富士达（835640）：深耕射频连接器行业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4.7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4.99

发行市盈率 25.31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1.04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1.88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4.07 4.35 4.65

归母净利润（万元） 5217.17 4822.07 5113.84

毛利率 29.05% 28.67% 27.85%

本次募资用途 销售服务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致力于节水灌溉材料和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及为节水灌溉项目提供从节水灌

溉材料、设备到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技术支持的一站式服务。公司主要客户包

括各级地方政府及大型农业企业等。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5.4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5.33

发行市盈率 22.90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9.56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3.24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六名战略投资者共获配925.9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

的15.43%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3.84 3.85 5.07

归母净利润（万元） 4598.79 4685.96 10558.57

毛利率 37.96% 38.34% 44.47%

本次募资用途 特色原料药的新、改、扩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及含氧杂环类化工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其中原料药主要涵盖抗肿瘤类原料药、解热镇痛抗炎类原料药、抗癫痫类原料药

等；医药中间体产品主要涵盖抗艾滋病类医药中间体、抗癫痫类医药中间体、抗肿瘤

类医药中间体等；含氧杂环类化工中间体主要包括二氧五环、二氧六环。

翰博高新（833994）：显示面板重要零部件厂商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15.96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19

发行市盈率 28.93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17.83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39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4.15 3.93 5.18

归母净利润（万元） 967.76 2119.80 5830.2

毛利率 23.70% 27.93% 31.46%

本次募资用途 中航富士达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组件、射频电缆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及防务市场，主要客户包括华为、

RFS

等全球知名通信设

备厂商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国内军工集团下属企业或科研

院所等。

本次公开发行情况

发行价（元/股） 7.03 停牌前收盘价（元/股） 7.29

发行市盈率 42.77倍 停牌前总市值（亿元） 7.23

定价方式 询价 募集资金总额（亿元） 2.71

是否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

财务表现

（2017年-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1.83 2.62 2.79

归母净利润（万元） 1855.8 1994.40 2483.02

毛利率 34.15% 40.32% 40.33%

本次募资用途

基于中台架构的航班运行控制（

FOC

）系列产品升级项目、航空行业专属智能云建设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专业技术服务的供应商， 主要为航空公司、机

场及民航保障企业提供安全自主可控的软件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通过多年努

力已经成为保障我国民航业安全运行的核心软件供应商之一， 同时也是

Sabre

、

Jeppesen

等国外软件厂商在我国民航信息化安全运行领域的可靠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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