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破发”到全线上涨

精选层股票走势“大逆转”

本报记者 吴科任

7月29日，精选层32只股票全部上涨，涨幅区间为5.12%至22.67%，成交额为17.71亿元。 经过最近两个交易日的反弹，收盘价超过发行价的精选层股票增至20只，其中价差在10%以上的股票有9只。 业内人士表示，精选层股票在第三个交易日探底反转，乐观情绪占据上风。 预计新三板会迎来一轮从洗礼到认可、追捧的过程，这也是价值回归的过程。

行情逆转迎来普涨

“抄底的都挣钱了。 ” 7月29日上午，一位投资者看到精选层股票全部上涨后感慨道，“都会涨回来，玩了一个低开高走。 ”

7月27日，精选层首批32只股票首秀，开盘全部高开，但收盘有21只股票“破发”。 次日午盘，行情发生“逆转”，收盘时30只股票上涨。 第三个交易日则实现全部上涨。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额分别为36.23亿元、14.79亿元和17.71亿元。

同享科技、永顺生物、贝特瑞、殷图网联、森萱医药、艾融软件、三友科技、连城数控和颖泰生物9只精选层股票的最新股价较发行价上涨10%以上，同享科技、永顺生物、贝特瑞分别以81.24%、66.93%和45.96%的涨幅位居前三。 另外，建邦股份等4只股票的最新股价较发行价下跌1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数只精选层股票三个交易日连续上涨。 以贝特瑞为例，首日上涨10.43%，次日上涨15.90%，第三个交易日上涨14.04%，最新总市值为293亿元，其精选层“市值一哥”的位置进一步巩固。 又如艾融软件，首日上涨5.76%，次日上涨7.81%，第三个交易日上涨7.63%。

政策组合拳可期

开板以来，在提振市场信心方面，消息不断。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国股转公司获悉，持续改善流动性将会是接下来新三板改革创新的一个重点方向。 在精选层连续竞价交易的基础上，全国股转公司正研究引入混合做市制度提供流动性，增加交易订单供给。

目前，公募基金产品投资精选层的资金比例规定已取消，全国股转公司将积极做好公募基金入市的服务工作。 同时，推动社保、保险、基本养老金、年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将新三板纳入投资范围。 为丰富市场指数、便利投资者参与，将研究推出精选层指数，联合交易所推出投资型跨市场指数，引导市场开发指数基金和ETF产品。

除了进一步改善流动性的政策预期外，全国股转公司还将在强化融资并购功能、优化市场生态、提高监管和风险控制能力、加强多层次市场有机联系等方面发力。

精选层公司的股东、董事或高管增持不断。 开市首日，创远仪器、连城数控、龙泰家居和中航泰达4家公司发布股东增持计划公告；次日，凯添燃气、润农节水和苏轴股份3家公司发布增持公告；第三个交易日，国源科技发布增持股份公告。 按增持上限计算，这8份增持计划累计斥资6253.5万元。

业绩预期向好

开板以来，多家精选层公司晒出上半年“成绩单” 。 方大股份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0.93%，观典防务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1.06%至55.39%，旭杰科技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6.20%至48.59%等。 精选层开板前，颖泰生物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3.81%至78.16%。

首批32家精选层公司是在新三板成长壮大起来的优质中小企业和与民生就业紧密相关的实体企业，特征明显，如聚焦主业，深耕细分领域。 32家企业大都专注主业，绝大部分收入由主业贡献；很多企业致力于深耕细分领域，并拥有某一拳头产品或业务；大部分企业在多元化经营上相对克制。

首 批 精 选 层 企 业 也 多 是 细 分 领 域 的“领 军 者 ” 。 贝 特 瑞 是 全 球 锂 电 池 负 极 材 料 最 大 供 应 商 ， 观 典 防 务 是 无 人 机 禁 毒 第 一 股 ， 佳 先 股 份 是 国 内 最 大 的 二 苯 甲 酰 甲 烷 生 产 企 业 等 。

首批精选层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成长性较为突出。 32家企业2019年净利润平均为5047.32万元，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13.59%；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为5.12%，净利润增长率平均达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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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逾130亿元

31家药企重要股东

计划减持

□本报记者 傅苏颖

Choice数据显示，7月1日至29日， 医药板块已

有31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发布减持计划，累计最多

减持4.13亿股，减持规模上限为131.05亿元（按29

日收盘价计算）。 其中，寿仙谷、奥美医疗、蓝帆医

疗、迪安诊断、易明医药等多家公司拟减持上限占总

股本比例达到或超过3%。

减持原因多种多样

上市药企重要股东计划减持的原因主要是股东

自身资金需求、满足自身经营需要、控股股东拟降低

负债率、董事拟改善个人流动性等。

金达威7月24日晚公告， 公司股东厦门特工计

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16.4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若以7月24日收

盘价50.76元/股粗略计算，这笔减持全部完成后，厦

门特工将套现超3亿元。 减持原因是股东自身资金

需求。

同样，因个人资金需求，奥美医疗7月5日晚公

告，公司于2020年7月3日收到股东陈浩华、程宏、杜

先举、黄文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四位

股东累计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233.79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8.2647%。 若按公司7月3日收

盘价29.21元/股计算，完成此次减持计划后，上述股

东将合计套现15.29亿元。

部分公司股东减持的原因是降低负债率。 蓝帆

医疗控股股东蓝帆投资、 董事和实际控制人李振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5%。 公司7月1日发布的减持公告称，计划减持

的原因是控股股东拟降低负债率， 董事拟改善个人

流动性。

为偿还对外融资借款，缓解质押债务压力，降低

自身资金风险及负债率，合理控制融资杠杆，迪安诊

断近日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海斌及其一致

行动人杭州迪安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2.08亿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3.46%）计划以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481.8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4%。

业绩出现分化

上述有重要股东计划减持的上市药企中， 部分

公司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 奥美医疗半年报预告显

示，预计上半年盈利7.04亿元至7.27亿元，同比增长

530%至550%。报告期，公司感染防护用品销售额大

幅增长，其他产品销售额亦有一定幅度增长。

蓝帆医疗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6亿元至7.5亿元， 同比增长 155.74%至

219.68%。 公告显示，公司项目均达产后，将拥有近

600亿支医疗及防护手套产能， 陆续缓解市场需求

压力，进一步夯实国际市场份额，有利于保障公司未

来年度业绩增长，对公司后续发展有积极影响。

医疗器械龙头企业迈瑞医疗近日公告， 预计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8.47亿元至106.67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20%至30%；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32.69亿

元至35.0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至48%。 公告

显示，经过此轮疫情的考验，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

的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实现了

众多高端市场的客户群突破， 给公司未来的增长带

来了更多的机会。同时公司持续加强内部管理，改善

经营效率， 并且受到疫情期内营销推广和差旅减少

的影响，经营业绩呈现健康良好的增长态势。

也有公司因疫情对相关防疫产品需求增加，上

半年业绩有望扭亏为盈。 九安医疗近日发布业绩预

增的修正公告， 修正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3亿元至2.8亿元， 去年同期则为亏损4972.28

万元。

利德曼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上半年业绩预

计由盈转亏。利德曼近日公告，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00万元至800万元，上

年同期盈利816.96万元。

三个领域值得关注

今年以来，医药板块整体表现较好。而在上述发

布减持公告的药企中，有多家公司的股价已经翻倍。

如上市一年左右的“口罩概念股” 奥美医疗因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口罩需求大幅增加，公司股价

自年初以来大幅上涨。

医药板块的风口还在吗？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

张立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药企重要股东减持

计划频发并不代表医药板块的风口已过， 事实上股

东减持的原因有很多种，并不单纯意味着高位套现，

也有部分是出于药企自身发展的考量。 对于投资者

来说，需要警惕的是大规模甚至清仓式减持的现象，

需甄别短期内股价大涨而缺乏基本面支撑的个股，

尤其是蹭热点的公司。

张立超表示， 未来医药股的投资方向有三个领

域： 一是受第三批集采驱动的高值医用耗材及体外

诊断试剂企业； 二是国家层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背景下， 医疗器械的创新升级和药品的进口替代

板块，可关注治疗性疫苗和新型疫苗研发进展；三是

智慧医疗与数字医疗信息化趋势下， 包括互联网+

药品、互联网+医疗保险、互联网+健康服务等在内

的医联体平台。

申万宏源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主导了上半年医

药股业绩分化。 在上半年医药板块整体涨幅居前的

背景下， 医药上市公司中报期或成为后期股价走势

分水岭，建议投资者寻找业绩高弹性标的，同时避免

主题投资踏空。长远来看，医药企业核心资产价值不

会因为疫情影响明显缩水， 核心资产内在价值仍较

稳健。

收购百炼集团完成交割

文灿股份铝合金铸造领域优势凸显

□本报记者 万宇

文灿股份对法国上市公司百炼集团

61.96%控股权的收购于7月28日正式完成并

购交割，百炼集团成为文灿股份控股子公司。

文灿股份董事长唐杰雄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 文灿股份与百炼集团主要产

品均为精密铝合金铸件， 两家公司在业务上

既有协同又有互补 ， 此次收购可以产生

“1+1＞2” 的化学反应，进一步增强文灿股份

在铝合金铸造领域的优势， 助力文灿股份成

为铝合金铸造领域的领导者。

并购交割完成

去年12月8日，文灿股份发布一则备受市场

关注的公告， 公司拟通过境外子公司文灿法国

向 Copernic 公 司 、Philippe� Galland 和

Philippe� Dizier以每股38.18欧元的现金对价

收购其所持有的巴黎泛欧交易所上市公司百炼

集团4,077,987股普通股，代表百炼集团总股本

的61.96%，并在61.96%的控股权收购完成后，文

灿法国将以相同的每股收购价格， 针对百炼集

团剩余的全部股份发起强制要约收购， 并根据

要约情况获得百炼集团至多100%股权。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股份购买协议》，

文灿股份收购百炼集团每股定价为38.18欧

元， 百炼集团合计流通股本为658.21万股，文

灿股份收购百炼集团100%股权的定价为2.51

亿欧元。

公开资料显示， 百炼集团1999年在巴黎

泛欧交易所挂牌交易，在汽车制动系统的精密

铝合金铸件领域属于世界领导者。百炼集团主

要从事精密铝合金铸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工

作，核心产品包括汽车制动系统、进气系统、底

盘及车身结构件等产品领域的精密铝合金铸

件产品，在全球共有12处制造基地，分别位于

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中国和墨西哥等国

家。其客户包括采埃孚、德国大陆、法雷奥等全

球知名一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以及宝马、戴

姆勒、标致雪铁龙、雷诺日产等整车厂商。

“收购百炼集团后，文灿股份从一家佛山

南海的本土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一家立足佛山

南海的跨国公司，在铝合金铸造领域的优势将

进一步增强。 ”唐杰雄说。

强强联合

公开资料显示，文灿股份主要从事汽车铝

合金精密压铸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

要应用于中高档汽车的发动机系统、变速箱系

统、底盘系统、制动系统、车身结构件及其他汽

车零部件。公司客户包括采埃孚天合、威伯科、

麦格纳等全球知名一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以

及通用汽车、奔驰、长城汽车、大众、特斯拉、吉

利、上海蔚来、比亚迪等整车厂商。

在唐杰雄看来，文灿股份与百炼集团主要

产品均为精密铝合金铸件，两家公司在业务上

将产生“1+1＞2” 的化学反应，这也是文灿股

份能从多家国内外知名公司和实力雄厚的产

业投资基金中脱颖而出，获得百炼集团大股东

及管理层认可的重要原因。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中，百炼是一家产品

专业、技术领先、布局合理、经营优良、世界知

名的法国铝铸件企业；文灿股份是一家在新能

源汽车和汽车轻量化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在中

国本土具有理想布局、具备高压压铸的先进技

术、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中国铝铸件企业。

这两个企业集团的合并，将使双方的竞争力得

到增强。 ”唐杰雄说。

致力于成为铝合金铸造领域领导者

唐杰雄介绍，近年来，文灿股份抓住汽车轻

量化、新能源汽车等发展机遇，提前布局，深度

介入，致力于成为铝合金铸造领域的领导者。

他表示，文灿股份历来以技术为先导，建立

了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佛山市压铸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开展新材料开发、精密压铸、精

加工技术和工艺的研究。 目前，公司已经掌握高

真空压铸技术、层流铸造技术等先进压铸技术，

开发出了可以替代铸钢产品的铝合金材料及配

套压铸技术， 产品已实现批量生产并供给全球

主要汽车变速箱生产商之一的麦格纳； 掌握车

身结构件铝合金材料的制备技术， 并已开始批

量为特斯拉供应铝合金车身结构件， 对奔驰汽

车的铝合金车身结构件也已进入量产阶段。

在产品方案设计方面， 文灿股份深入参

与到高端客户奔驰、大众、特斯拉、蔚来的产品

前期设计，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协助其

进行产品结构、性能、成本等方面的改良。在模

具设计与制造方面，公司拥有独立的文灿模具

全资子公司，是国内少数拥有大型和复杂模具

自制能力的汽车铝合金压铸企业，可以对客户

需求进行快速响应和持续优化。

“技术和管理上的交流将是两大集团取

得巨大进步的源泉。” 正如百炼集团CEO菲利

普·迪齐耶所说，收购百炼集团后，将扩大公司

在铝合金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影响力，成为集高

端汽车铝合金精密铸件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为一体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川润股份聚焦高端装备制造和工业服务领域

□本报记者 康曦

“从二季度开始，受益风电抢装潮，公司4

月至6月每月销售收入都在创新高。 ” 川润股

份董秘李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18年公

司提出“战略聚焦、业务归核” 的经营方针，

2019年公司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战略，以

高端装备制造和工业服务为主要方向，装备制

造更加聚焦在风电和工程机械领域。

“刚好风电和工程机械行业从2018年开

始迎来向上周期，今年二季度更加明显。 在两

大业务板块支撑下，公司上半年经营出现向好

趋势，预计这种趋势将延续到年底。 ” 李想表

示，接下来公司将坚定不移地向高端装备制造

和工业服务升级转型。

受益风电抢装潮

“目前公司正在加班加点，扩充产能。 订

单很充足，公司希望选择高质量订单，实现高

质量收入。 ” 李想表示，“一季度因为疫情原

因，物流受限，公司发货受影响，没法做销售收

入确认。 二季度，公司销售收入同比会出现显

著增长，毛利率也会有较大改变。 ”

川润股份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

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0万元至3000万元， 同比下降35.21%至

56.81%。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大幅

度增加，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563.77%至795.65%。 公告显示，上半年，公司

经营持续向好， 营业收入同比较大幅度增长，

毛利率提升明显。

公司经营持续向好，主要是受益于风电抢

装潮。2019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

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2018年底之前核

准的陆上风电项目，2020年底前仍未完成并

网的，国家不再补贴；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

底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2021年底前仍未

完成并网的，国家不再补贴。 自2021年1月1日

开始，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

网，国家不再补贴。

广发证券指出，1-5月受疫情影响， 国内风

电新增装机4.9GW，同比下降28.78%。 预计随着

疫情的逐渐好转， 风电抢装行情将带动2020年

国内新增风电装机超过30GW， 同比增长超过

20%。 2021年新增装机也有望持平，从而带动风

电龙头企业出货量增加和行业繁荣度提升。

“受益风电抢装潮，公司4月至6月每月销售

收入都在创新高。 ”李想说，“公司40%的收入

来自于风电板块， 今明两年收入都有保证。 同

时，公司将加紧工程机械板块的业务拓展。 ”

专注风电和工程机械行业

自2018年提出“战略聚焦、业务归核”的经

营方针后，川润股份开始进行业务调整，装备制

造板块更加聚焦风电和工程机械两大行业。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李想表示，公司将

通过投资并购、 研发投入等多措并举进行延

伸。 并购方面，今年1月，公司已完成欧盛液压

75%股权收购，欧盛液压主要从事液压柱塞泵

的研发与生产。液压柱塞泵是液压行业最核心

的元件之一，被喻为液压系统的心脏。 欧盛液

压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工程机械、农用

机械等行业。

在研发方面， 公司2019年投入研发费用

3286.72万元，同比增长12.88%。 在高端装备

制造业务方面，成功开发6MW/8MW水冷系

统及变桨液压系统、推料器电控系统；完成核

心元件滤芯、过滤器、螺杆泵、胶管集成的开发

及投产；建立了生物质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热力

性能模型； 设计开发完成生物质CFB锅炉、成

台锅炉转底炉； 完成全国第一台日产1.4万吨

单线容量最大水泥生产线余热锅炉以及亚临

界注汽炉等9个首台设计开发。

在工业服务方面，川润股份将向工业互联

网和产业互联网转型。“公司卖出去的润滑液

压设备有28万台套，过去更多是一锤子买卖，

当设备出问题，客户才会跟公司联系，然后公

司派工程师过去，进行技术改造或者更换零部

件。 现在公司将向工业互联网转型，通过对设

备安装传感器，实现设备互联，利用物联网技

术提供的数据进行预诊断，从被动服务向主动

服务转变，在存量市场寻找新的盈利模式。 ”

李想说，“产业互联网是对公司上下游产业实

现互联互通。 ”

去年4月， 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川润智能，

川润智能将专注于智能流体控制技术研发、技

术检测、流体设备性能改造提升、智能运维服

务、工业智能数据技术及服务。 今年4月28日，

公司与树根互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打造数字化流体控制

服务平台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圈。树根互联为国

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

李想表示：“未来公司将通过与树根互联合

作，将业务向工业互联网做延伸。 公司将坚定不

移地向高端装备制造和工业服务升级转型。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行情逆转迎来普涨

“抄底的都挣钱了。 ” 7月29日上午，一位

投资者看到精选层股票全部上涨后感慨道，

“都会涨回来，玩了一个低开高走。 ”

7月27日，精选层首批32只股票首秀，开盘

全部高开，但收盘有21只股票“破发” 。 次日午

盘，行情发生“逆转” ，收盘时30只股票上涨。

第三个交易日则实现全部上涨。东财Choice数

据显示， 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额分别为36.23亿

元、14.79亿元和17.71亿元。

同享科技、永顺生物、贝特瑞、殷图网联、

森萱医药、艾融软件、三友科技、连城数控和颖

泰生物9只精选层股票的最新股价较发行价

上涨10%以上，同享科技、永顺生物、贝特瑞分

别以81.24%、66.93%和45.96%的涨幅位居前

三。 另外，建邦股份等4只股票的最新股价较

发行价下跌1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数只精选层股票三个交易

日连续上涨 。 以贝特瑞为例， 首日上涨

10.43%，次日上涨15.90%，第三个交易日上涨

14.04%， 最新总市值为293亿元， 其精选层

“市值一哥”的位置进一步巩固。 又如艾融软

件，首日上涨5.76%，次日上涨7.81%，第三个

交易日上涨7.63%。

政策组合拳可期

开板以来，在提振市场信心方面，消息不

断。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国股转公司获悉，持

续改善流动性将会是接下来新三板改革创新

的一个重点方向。在精选层连续竞价交易的基

础上，全国股转公司正研究引入混合做市制度

提供流动性，增加交易订单供给。

目前，公募基金产品投资精选层的资金比

例规定已取消，全国股转公司将积极做好公募

基金入市的服务工作。 同时，推动社保、保险、

基本养老金、年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将新三板

纳入投资范围。 为丰富市场指数、便利投资者

参与，将研究推出精选层指数，联合交易所推

出投资型跨市场指数，引导市场开发指数基金

和ETF产品。

除了进一步改善流动性的政策预期外，全

国股转公司还将在强化融资并购功能、优化市

场生态、提高监管和风险控制能力、加强多层

次市场有机联系等方面发力。

精选层公司的股东、 董事或高管增持不

断。 开市首日，创远仪器、连城数控、龙泰家居

和中航泰达4家公司发布股东增持计划公告；

次日，凯添燃气、润农节水和苏轴股份3家公

司发布增持公告；第三个交易日，国源科技发

布增持股份公告。 按增持上限计算，这8份增

持计划累计斥资6253.5万元。

业绩预期向好

开板以来， 多家精选层公司晒出上半年

“成绩单” 。 方大股份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60.93%， 观典防务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51.06%至55.39%， 旭杰科技预计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36.20%至48.59%等。精选层开板前，

颖泰生物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73.81%至78.16%。

首批32家精选层公司是在新三板成长壮

大起来的优质中小企业和与民生就业紧密相

关的实体企业，特征明显，如聚焦主业，深耕细

分领域。 32家企业大都专注主业，绝大部分收

入由主业贡献； 很多企业致力于深耕细分领

域，并拥有某一拳头产品或业务；大部分企业

在多元化经营上相对克制。

首批精选层企业也多是细分领域的“领

军者” 。 贝特瑞是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最大

供应商， 观典防务是无人机禁毒第一股，佳

先股份是国内最大的二苯甲酰甲烷生产企

业等。

首批精选层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成长性较

为突出 。 32家企业2019年净利润平均为

5047.32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13.59%；

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为5.12%，净利润

增长率平均达18.68%。

从“破发” 到全线上涨

精选层股票走势“大逆转”

� 7月29日，精选层32只股票

全部上涨，涨幅区间为5.12%至

22.67%，成交额为17.71亿元。

经过最近两个交易日的反弹，收

盘价超过发行价的精选层股票

增至20只， 其中价差在10%以

上的股票有9只。业内人士表示，

精选层股票在第三个交易日探

底反转，乐观情绪占据上风。 预

计新三板会迎来一轮从洗礼到

认可、追捧的过程，这也是价值

回归的过程。

‘

’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