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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层开市首周成交额突破90亿元

股价波幅、换手率呈现缩小趋势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精选层开市交易首周 （7月27日-31

日）， 新三板全市场成交额为118.34亿元，环

比增长286.21%；精选层成交额为90.51亿元，

占全市场的76.48%， 个股累计涨幅均值为

12.69%，整体运行平稳，示范带动作用显现。

目前， 精选层中最新股价超过发行价的

股票共有19只，占59.35%。 其中，价差在10%

以上的股票共有11只，同享科技、殷图网联、

永顺生物三只股票已较发行价上涨99.21%、

74.35%和73.49%。 值得注意的是，在精选层

引领下，从成交数据和互联网讨论的热度看，

市场各方对新三板其他市场层次的关注度明

显提升。

价格波动趋于收敛

精选层开市首周行情呈现低开高走的特

点。 从成交额看，首日成交额最大，为36.23亿

元；次日成交额为14.79亿元；随后三个交易

日趋于稳定，成交额在8亿至18亿元区间。

从涨跌幅和振幅指标看， 开市首日不设

涨跌幅限制，出现大面积“破发” ，全天跌幅

均值为-4.37%、振幅均值为48.32%；后续振

幅收窄，价格逐步回升，整体围绕发行价格合

理波动。 其中，第二日有30只股票上涨，涨幅

均值为3.42%； 第三日价格回升最为明显，32

只股票全部上涨，涨幅均值为10.05%；第四日

有17只股票上涨，涨幅均值为0.65%；最后一

日有26只股票上涨，涨幅均值为2.08%。

精选层个股表现分化，市场化选择显现。

从成交量看，首周成交额前10名的公司，合计

成交额为59.19亿元，占精选层的65.40%。 其

中，累计成交额最高的为贝特瑞，日均成交额

达4.28亿元，日均换手率为6.76%；成交额最

低的为中航泰达，日均成交额为0.17亿元，日

均换手率为4.39%。

从市值角度看， 精选层多为中小市值公

司。 截至7月31日收盘，28只股票的总市值在

30亿元以下， 其中有9只不足10亿元，10亿

-15亿元之间有10只。 目前仅贝特瑞一只股

票市值超过100亿元，达到293亿元。

与之对比，目前创业板总市值超过100亿

元的公司有186家，占比为22.32%；科创板总

市值超过100亿元的公司有67家， 占比为

46.85%。

市场平稳运行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 精选层开市首日

换手率均值为16.79%， 次日换手率缩减至

6.72%，第三、四日稳定在6%至8%之间，第五

日缩减至3%左右。 业内人士分析，精选层首周

换手率缩减趋势与科创板开市首周基本一致，

优于港股等境外成熟市场新股上市首周表现。

该人士表示， 从国际成熟市场经验看，新

股上市初期成交金额呈逐日收敛特征。以机构

投资者为主的港股市场为例， 其2019年以来

上市的新股首日换收率均值为16.49%， 第二

日换手率均值为4.55%，约为首日的四分之一；

第三日、 第四日逐日收敛为上日的二分之一。

同时， 股票市值规模与精选层接近的中证

1000指数， 本周日均换手率均值为2.73%，精

选层较好体现了中小市值股票的流动性特征。

整体来看， 精选层首周实现整体平稳运

行。 一是首周成交趋势与境外以机构为主的

市场新股上市首周水平基本一致， 换手率与

中证1000指数当前换手率相当。 二是价格围

绕发行价小幅波动， 在精选层开市首日开盘

初期大幅震荡后，市场逐步企稳，大部分个股

以发行价为中心逐步收敛。 三是市场化的价

格发现机制逐步发挥。 当前市场在投资者自

发的价格竞争和博弈下，价格波动逐日减少。

云洲资本合伙人习青青表示， 在关注短

期收益的投资者清完票之后， 横向关注流动

性水平下的资产估值会发现， 新三板公司与

主板存在较大估值差， 这种估值差之间的资

金流动是无任何障碍的， 理性投资者自然会

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资产。

增持计划频现

值得一提的是，开市首周，精选层公司的股

东、董事或高管公告增持不断。中国证券报记者

统计，截至7月31日晚8点，共有10家精选层公

司发布增持公告，涉及25位增持人，其中17位

是公司董事或高管。按增持金额上限计算，完成

这10份增持计划合计需要斥资7033.5万元。

公告显示， 增持目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

断，同时提升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投资

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竹制品家居行业龙头企业龙泰家居董事

长连健昌表示，“我对公司所处竹家居行业的

发展充满信心，坚信精选层将助推企业发展。

我将积极增持公司股票。 ” 公告显示，连健昌

拟以不超过10元/股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50

万股。

天然气全产业链领先企业凯添燃气实控

人龚晓科表示，“公司在新三板挂牌近6年，

公司的治理、业绩得到了市场验证。 为提振市

场信心，决定增持公司股份。”根据公告，龚晓

科计划增持数量为50万至200万股，增持价格

不超过5元/股，增持金额上限为1000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 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

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股价波动、增持股份所

需的资金未能筹措到位等， 导致增持计划延

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同时，增持计划是

增持人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所做出的判

断， 不构成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股票价格的预

测和承诺。

凯添燃气

打造燃气服务产业链

□

本报记者 吴勇

日前， 新三板精选层首批32家企业正式挂牌交

易，凯添燃气作为精选层首批32家公司之一，成功登

陆精选层。 公司当前总市值为9.61亿元， 流通市值为

3.67亿元，最新静态市盈率为15.71倍。 公司主营城市

燃气业务，此次公司拟募集3.18亿元，主要用于银川市

应急调峰储气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深耕宁夏区域

招股书显示，凯添燃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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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的企业，主营收入包括天然气销售、天然气安装等。

近年来，中国天然气的消费量快速增长，增幅远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发改委官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

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3067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9.4%。

2019年， 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达8.3%，

较2015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

受益于我国天然气消费市场的景气度不断增长，

凯添燃气的业绩也有明显增幅。 2017年至2019年，公

司营收分别为2.22亿元、2.93亿元、3.55亿元。 其中，天

然气销售业务收入分别为1.43亿元、2.3亿元、2.78亿

元， 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5.85%、

78.69%、78.8%。

从销售区域来看，2017年至2019年， 凯添燃气在

宁夏地区销售收入合计分别为2.06亿元、2.77亿元、

3.34亿元，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4.31%、

94.79%、94.46%。

凯添燃气表示， 公司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于银川

市的“一县两区” (贺兰县、金凤区、兴庆区)。 2017年，

宁夏全区天然气消费总量25.28亿立方米，其中银川市

天然气消费量17.71亿立方米，占全区消费量的70%。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燃气行业的经营较为稳定，凯

添燃气深耕在宁夏区域， 随着宁夏区域在天然气消费

量方面的不断提升，能够带来持续的利润和现金流，但

存在区域化的空间限制。

在面对区域限制会导致公司发展遇阻这一问题

上，凯添燃气表示，公司已认识到单一城市燃气经营

模式的局限性，一直努力尝试和探索燃气相关产业链

的拓展，现已在乡村燃气、LNG加注等业务上起步。公

司采取“燃气装备+燃气服务” 的特色经营模式，通过

城市燃气经营，为公司的“燃气装备+燃气服务” 的技

术开发提供资金；“燃气装备+服务” 业务实现产业化

后，既可以产生新的利润增长点，又可为公司的城市

燃气产业提供气源补充，形成燃气服务产业链的良性

互补循环，突破城市燃气的区域限制和发展瓶颈。“这

是公司区别于一般城市燃气企业的主要差异化竞争

优势。 ”

建设民生保障工程

招股书显示，此次凯添燃气拟募集资金3.18亿元，

用于投资“银川市应急调峰储气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工程” 。该项目是为响应国家政策要求而建设的大型民

生天然气保障工程，为银川市提供LNG储备，解决当地

冬季用气不足问题，兼具社会公益性和经济性。

据公司介绍， 项目的整体项目规模为8万立方米

（分两期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一期，规模为

4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大的调

峰储气库项目， 并与银川市三区两县一市的各燃气企

业管道实现互连互通。

同时，凯添燃气表示，该项目还具备巨大的环境效

益。 天然气完全燃烧后，不会产生有害气体，是目前世

界公认的较为洁净的商用燃料。 该项目中LNG储气库

设置1台40000m3的LNG低温常压全容储罐， 折合气

态为2400万方，这些天然气作为燃料替代煤，此项目

达产后，每年可减少碳排量16.3万吨，减少含硫氧化物

（SOx） 排量1820吨， 减少氮氧化物 （NOX） 排量

158.4万吨。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为4.93亿元，扣除已落实的

政府补助资金1.74亿元，自筹资金需求为3.18亿元。 其

中，建设投资为4.68亿元，建设期利息为1470.7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为1049.47万元。

对于募投项目的风险，公司表示，该募投项目完成

后，将增加固定资产约4.5亿元。 因此，如果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成转固后，不能如期达产通气、或者通气后的供气

规模不能达到预期水平，以抵减新增折旧，公司将面临因

折旧费用大量增加而导致短期内利润下降的风险。

依赖单一气源供应商

在气源供应商方面，凯添燃气表示，公司气源包括

管道燃气（凯添天然气）和LNG（甘肃凯添、息烽汇

川），其中以管道燃气为主。 公司管道燃气的气源供应

商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宁夏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宁夏分公司” ），气源为西气

东输长宁线。

招股书披露显示，2017年至2019年， 凯添燃气对

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分别为1.18亿元、1.82亿元、

2.27亿元， 占同期采购总额的比重分别为92.61%、

90.35%、94.53%。 其中，2017年至2019年，凯添燃气对

中石油宁夏分公司的采购金额分别为5747.21万元、

1.74亿元、2.13亿元， 占同期采购总额比重分别为

45.08%、86.32%、88.43%。

值得关注的是， 凯添燃气通常每年与中石油宁

夏分公司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参考上年的实际

用气量确定本年度的供气量。对合同中约定的气量，

购气价格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基准门站价格、浮

动区间确定。对实际用气量超过合同气量的部分，执

行非合同价， 气价通过在重庆市天然气交易中心竞

拍形成。

对于公司采购模式导致的经营风险， 凯添燃气表

示，其管道燃气实际用气量超过合同约定气量，通过在

天然气交易中心竞拍形成的气价一般远高于合同气

价。鉴于公司为城市燃气企业，保障供区稳定供气是公

司应尽的社会责任， 如果该部分气价不能疏导至终端

用户，公司将承担管道燃气销售价差损失。

阿里云建成

全国最大数据中心集群

□

本报记者 杨洁

7月31日，阿里云宣布位于南通、杭州和乌兰察布的三座超级

数据中心正式落成，陆续开服，将新增超百万台服务器，辐射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带。 加上此前落成地张北和河源两大

超级数据中心，阿里云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 未来，阿

里云还将在全国建设10座以上的超级数据中心，支持新基建发展。

核心竞争力

阿里巴巴IDC研发事业部总经理高山渊介绍，今年4月，阿里

云宣布将在3年内投入2000亿元，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

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

高山渊表示：“对于阿里来说，未来数据中心一定是我们的核

心竞争力” ， 目前已经建成的5大超级数据中心是远远不够的，未

来阿里云会再规划新建10座以上的超级数据中心。

在区域规划上，高山渊称，除了已经规划好的华北、华东、华南区

域以外，阿里云还计划在西南、西北、华中等区域开展数据中心建设。

高山渊介绍，阿里云在数据中心中大量采用达摩院、XG实验

室、平头哥最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大规模部署飞天云操作系统、

含光800芯片、神龙服务器、自研云交换机、高性能低延时网络、大

计算系统集群等核心自研技术。

高山渊表示，相比传统数据中心，超级数据中心是面向未来整

体设计打造的，应用达摩院、平头哥等最新研究成果，在规模、算

力、节能、智能化方面都是一次全面升级。

高山渊介绍， 阿里云五大超级数据中心均部署了自研架构的神龙

云服务器，突破了困扰云计算行业的虚拟化损耗，性能达到全球最高水

平。 同时，阿里巴巴自研的AI芯片含光800也在上述超级数据中心大规

模部署，在AI推理场景下，含光800的性能和能效比均为全球第一。

此外，超级数据中心广泛使用液冷、水冷、风能等节能技术，此

次新建成的杭州数据中心就部署了全球最大的液冷服务器集群，

可为数据中心节能70%以上；在五大超级数据中心内，还采用了自

动运维机器人进行智能运维，24小时保障数据中心安全运行。

需求强劲

阿里云在数据中心新基建项目大手笔资本开支源于数字经济

发展的强烈需求。受疫情影响，企业加速向线上、向云端转移，催生

了强劲的数据中心、服务器需求，这些来自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

的相关需求，已经映射在产业链公司的业绩表现上。

例如， 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日前发布的二季度业绩创出

净利润历史新高。从下游应用拆分来看，受疫情影响，智能手机、汽

车电子等板块业绩出现环比下降， 但受益于疫情后数据中心需求

快速增长，台积电高性能运算业务业绩环比大涨12%，带动总营收

实现环比增长。

今年二季度，英特尔的数据中心业务业绩也创出历史新高，营

收达71亿美元，同比增长43%，并且进一步拉近了和PC业务的距

离，在英特尔总营收中的占比达到36%。

服务器芯片已逐渐成为芯片巨头们角逐的下一个战场。 虽然

英特尔仍然占据行业霸主位置， 但英伟达以及AMD等芯片厂商

也都在不断加码数据中心业务。 AMD2020年二季度财报显示，公

司2017年开始发布的面向数据中心的EPYC处理器在今年二季度

实现在云计算企业和HPC（高性能计算）客户中的广泛应用，取

得了两位数的市场占比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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