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新三 板改革红利
疫情下企业可尽早做好 资本规划
本报记者 吴科任

近期，中央和各地纷纷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分析人士表示，作为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的资本平台，新三板为广大中小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尤其在新三板改革之际，建议企业积极借力、尽早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疫情影响，北京市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新三板创新层企业申请精选层辅导验收工作，采取非现场等灵活高效方式进行辅导验收。
拓宽中小 企业融资渠道
工信部2月 9日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 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到 ，“
积极发挥国家和 地方中 小企业 发展基金协同联动效应 ，带动社会 资本扩 大对中 小企业 的股权融资规模 ，鼓励加 大对受疫情影响 暂时出 现困难 的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投资 力度，加快投资进 度。 引导各类基金发挥自 身平台 和资源优势，加大对受疫 情影响 较大的 被投企业 投后服务力度 ，协调融资、人才、管 理、技术 等各类资源，帮助 企业渡 过难关 。 ”
上海市2月8日出台的《上海 市全力防 控疫情 支持服 务企业 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政 策措施》中提到，“
拓 宽疫情 防控相 关企业直 接融资 渠道。 充分发挥 在沪金融 市场作 用，为疫 情防控相关企业加强服务，支持 其发行上市、再融 资、并购 重组、发行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 支持鼓励 与疫情 防控相 关的科 技创新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 鼓励创业投资、股权投 资机构 引导社 会资本 投向相关医疗设备、疫苗药品研 发生产类 企业。 ”
北京市2月5日出台的
《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提到“
，积极推进拟上市公司IPO、新三板创新层企业申请精选层辅导验收工作，采取非现场等灵活高效方式进行辅导验收。疫情期间，加快资本市场线上服务平台建设，组织辅导机构加大企业挂牌上市线上培训力度。”
从影响 时间段来 看，主要发生在第一季度，因为第 一季度 的GDP占比 是四个季 度中最少的，所以影响程度也相对有限。 希望今年GDP在第一季度创出低点后，后三个季度能 稳步回 升。 ”
新冠肺炎 疫情给国内经 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冲击。 从宏 观层面看 ，中泰证 券首席 经济学家 李迅雷 认为，疫 情对中 国经济的 主要影 响在第 三产业 ，全年影响 幅度估 计在一 个百分点左右，这 意味着 对GDP增速负影响或 超过0.5个百分点 。 “
广证恒生 表示，从 生产端 看，疫情使 春节假 期普遍 延长，复工延迟及 交通管 制一定 程度上导 致企业 停工减 产，企业 在春节后 恢复正 常生产 经营活 动将会受到一定 程度的 影响。 疫情 对第三 产业，特别是餐饮业、旅游 业等行 业的影响更为明显，预期 也将更为持久 。
从需求端看，消费受疫情严重影响，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受负面冲击较大，但对医疗服务、药品、体外诊断及防疫相关产品的消费需求则将增加；投资短期显疲态，制造业、房地产、基建三大行业投资低迷。
在此背景 下，上至 国家层 面，下至各 省（区/市 ）纷纷出台抗疫 扶持政策，帮助广 大中小 企业渡过难关。 除 了从税 费、信贷、运营成本等方面 支持外 ，一些文 件中还提 到要利 用好包 括新三板 在内的 资本市 场，帮助中小企业 拓宽融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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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改革 红利化危为机
作为多层 次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 业和民 营经济 的主阵 地，在新三板挂牌 已然成 为众多中小企业进入资 本市场 的第一关。 经历新 三板市场的洗 礼，一大批 公司迈 向了更 高的资本舞台。 诚 然，在过 去一段 较长时间 里，新三 板行情 持续低迷，交投冷清、融资 功能受 损，不少挂 牌公司离开了这个市场。 但是，自去年10月25日证监会宣布 启动全面 深化新三板改 革以来，监管层推 出一系 列的存 量改革举措，包括进一步 分层、公 开发行、转 板上市、降低投资者门槛 等，市场 生态逐 渐好转 。
转板上市 制度的推出，为 中小企业 增加了 一条上 市可选 路径。 本次 改革将 允许在 精选层挂 牌满一 年，符合《证券法 》上市条件 和交易 所相关 规定的 企业，可以 不再走 传统的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路径，可 直接向交易所申请转板上市。
全国股转 公司总经理徐 明近日表示，转板 上市的 企业，其 规范性、经 营质量 经过了 市场检验 ，有助于提高上 市公司 整体质量 ，提振投资者信心，有利于整个资 本市场 的长期健康发展 。
因为看好 本次改革，一些 原本终止 挂牌的 新三板 公司纷 纷按下“
暂停键” 。 目前，已有20余家挂牌 公司表 态将冲 击精选 层，其中苏 轴股份 、贝特瑞 先后宣 布进入精 选层辅 导阶段 ；方大股份 和环宇 建科则 启动精 选层挂牌 前的公 开发行。
疫情当前 ，广证恒 生认为 ，企业应积 极寻求 金融机 构的支 持，尽早做 好融资 安排与 资本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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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层也相继表态，将为疫情严重地区的上市/挂牌公司在直接融资服务方面提供支持。 2月1日，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机制功能，优先为疫情严重地区相关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服务。 2月2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通知，针对注册在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挂牌公司以及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领域的挂牌公司，为其发行和并购重组审查设置绿色通道，全力保障相关企业融资。
一位分析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除监管层助力之外，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强引导。 该人士建议，各地可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创新层企业申报精选层；推动未挂牌的优质企业挂牌，用好改革红利；对存量挂牌公司给予政策支持，加强对接，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审批、环保、税费方面问题；现在很多现场组织的市场培训、辅导验收、尽职调查做不了，可以协调所在地区企业解决，如在线服务平台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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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落地 再迈关键一步
北京证监 局2月7日发布《关于启动辖区挂牌公司公开发行辅导验收工作的通知》，于 2月10日启动 对辖区 内挂牌 公司备 案辅导材 料的报 送工作 ，这意味 着精选层的落地 又迈出 关键一步。 早在1月 19日，随着全国股转公司发 布实施包括《股票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 选层挂牌规则（试行）》在内第三批3件业务规则，新三板市 场股票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并在精选 层挂牌的业务就 已正式 启动。
根据上述 通知，保 荐机构 需按照《辅导备案登记材 料目录 》的要求向北京证 监局提 交辅导备案登记 申请，并 填写《辅导备案登记材料签收表》，在备案材料齐备 后，北京 证监局 将启动受 理工作 并出具 受理函 。
北京证监 局表示，在辅导 期间，保荐 机构应 当制作 工作底 稿，并保证 内容完 备，足以 印证保荐 机构的辅导过 程，底稿 中应详细记录在持续督导及辅 导期间培 训内容 和次数 、与辅导对 象沟通 情况、帮助解决的问题等 辅导工作。
在辅导工 作完成后，保荐 机构应按 照《辅导验收申 请材料 目录》要求，向北京 证监局 报送辅导 验收申 请，北京 证监局将在申请材料齐备后启动验收工作。
根据上述通知，已辅导公司若变更目标板块，无需进行重新申报辅导。 即已在北京证监局辅导备案的挂牌公司，保荐机构仅需报送关于拟变更目标板块的申请，无需撤回重新申请辅导备案，北京证监局也不再重新出具受理函；已在北京证监局完成辅导验收的挂牌公司，保荐机构可直接申报，无需重新辅导验收。
值得一提 的是，北 京证监 局表示，为 全面落 实新冠 肺炎疫 情联防联 控措施 ，疫情防 控期间，所 有申报材料均 改为电 子申报，疫情结束后恢复正常申 报方式。
据了解，新 三板在 改革发 行制度时 ，坚持市 场化方 向，借鉴科创板注 册制经 验，进一 步简政放 权，对公开发行 、200人以上定向发行 等相关 行政许可事项 ，证监会在全国股 转公司 自律监管意见的基础上履行核准程序，证监会不设发审委。 徐明近日表示 ，全国股转公司开展自律审查时，将坚持 以信息 披露为核心，组建 挂牌委员会，完善集体决 策机制 ，实现审核标准、审核程序和问询回复的全过程公开。
虽然本次 新三板全面深 化改革涉及的7件基本业务规则已全部发布实施，但改革 不会就此 停步。 徐 明透露 ，后续全 国股转公 司将组 建首届 挂牌委 员会，并尽 快完成 发行承 销系统的 上线；还将进一步丰富融资工具 ，优化优先股制度，研究推出可转债、资产 支持证 券等多样化融资品种；将持续推 动保险资 金、企业 年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入市；未 来，将适 时评估交 易制度改革成效，持续 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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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新三板改革红利

疫情下企业可尽早做好资本规划
□本报记者 吴科任

‘

工信部2月9日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
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到，“积极发挥国
家和地方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协同联动效应，
带动社会资本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规
模， 鼓励加大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困难的
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投资力度，加快投资
进度。 引导各类基金发挥自身平台和资源优
势， 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被投企业投后
服务力度，协调融资、人才、管理、技术等各类
资源，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
上海市2月8日出台的《上海市全力防控
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中提到，“拓宽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直接

涉足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融资渠道。 充分发挥在沪金融市场作用，为疫
情防控相关企业加强服务，支持其发行上市、
再融资、并购重组、发行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等。 支持鼓励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科技创新企
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鼓励创业
投资、 股权投资机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相关
医疗设备、疫苗药品研发生产类企业。 ”
北京市2月5日出台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中提到，“
积极推进拟上市公司IPO、 新三板创
新层企业申请精选层辅导验收工作， 采取非现
场等灵活高效方式进行辅导验收。疫情期间，加
快资本市场线上服务平台建设， 组织辅导机构

加大企业挂牌上市线上培训力度。 ”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内经济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冲击。 从宏观层面看，中泰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李迅雷认为，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影
响在第三产业， 全年影响幅度估计在一个百
分点左右， 这意味着对GDP增速负影响或超
过0.5个百分点。“从影响时间段来看，主要发
生在第一季度， 因为第一季度的GDP占比是
四个季度中最少的， 所以影响程度也相对有
限。 希望今年GDP在第一季度创出低点后，后
三个季度能稳步回升。 ”
广证恒生表示，从生产端看，疫情使春节
假期普遍延长， 复工延迟及交通管制一定程
度上导致企业停工减产， 企业在春节后恢复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 疫情对第三产业，特别是餐饮业、旅游业
等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预期也将更为持久。
从需求端看，消费受疫情严重影响，餐饮、
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受负面冲击
较大，但对医疗服务、药品、体外诊断及防疫相
关产品的消费需求则将增加； 投资短期显疲
态，制造业、房地产、基建三大行业投资低迷。
在此背景下， 上至国家层面， 下至各省
（区/市）纷纷出台抗疫扶持政策，帮助广大
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除了从税费、信贷、运营
成本等方面支持外， 一些文件中还提到要利
用好包括新三板在内的资本市场， 帮助中小
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借力改革红利化危为机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和民
营经济的主阵地， 在新三板挂牌已然成为众
多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一关。 经历新
三板市场的洗礼， 一大批公司迈向了更高的
资本舞台。 诚然，在过去一段较长时间里，新
三板行情持续低迷， 交投冷清、 融资功能受
损，不少挂牌公司离开了这个市场。 但是，自
去年10月25日证监会宣布启动全面深化新三
板改革以来， 监管层推出一系列的存量改革
举措，包括进一步分层、公开发行、转板上市、
降低投资者门槛等，市场生态逐渐好转。
转板上市制度的推出， 为中小企业增加
了一条上市可选路径。 本次改革将允许在精
选层挂牌满一年，符合《证券法》上市条件和

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企业， 可以不再走传统的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路径， 可直接向交易
所申请转板上市。
全国股转公司总经理徐明近日表示，转
板上市的企业，其规范性、经营质量经过了市
场检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提振
投资者信心， 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长期健
康发展。
因为看好本次改革， 一些原本终止挂牌
的新三板公司纷纷按下“暂停键” 。 目前，已
有20余家挂牌公司表态将冲击精选层， 其中
苏轴股份、 贝特瑞先后宣布进入精选层辅导
阶段； 方大股份和环宇建科则启动精选层挂
牌前的公开发行。

疫情当前，广证恒生认为，企业应积极寻
求金融机构的支持， 尽早做好融资安排与资
本规划。
广证恒生表示，目前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
是服务业，若疫情持续，则需求下降也会逐步传
导到中游制造业，进一步影响企业现金流。 在这
样的背景下，提前做好产业与资本规划，与银行、
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商洽，既有利于进一步保证
现金流的稳健性，也有利于业务的长足发展。
监管层也相继表态，将为疫情严重地区的
上市/挂牌公司在直接融资服务方面提供支
持。 2月1日，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李超表
示，将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
机制功能，优先为疫情严重地区相关企业提供

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服务。 2月2日，全国股转
公司发布通知，针对注册在湖北等疫情严重地
区的挂牌公司以及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
控领域的挂牌公司，为其发行和并购重组审查
设置绿色通道，全力保障相关企业融资。
一位分析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除监
管层助力之外，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强引导。 该
人士建议，各地可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创新层
企业申报精选层； 推动未挂牌的优质企业挂
牌，用好改革红利；对存量挂牌公司给予政策
支持， 加强对接， 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审批、环
保、税费方面问题；现在很多现场组织的市场
培训、辅导验收、尽职调查做不了，可以协调所
在地区企业解决，如在线服务平台之类。

改革落地再迈关键一步
北京证监局2月7日发布《关于启动辖区
挂牌公司公开发行辅导验收工作的通知》，
于2月10日启动对辖区内挂牌公司备案辅导
材料的报送工作， 这意味着精选层的落地又
迈出关键一步。 早在1月19日，随着全国股转
公司发布实施包括《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 （试行）》
在内第三批3件业务规则，新三板市场股票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的业务就已正式启动。
根据上述通知，保荐机构需按照《辅导
备案登记材料目录》的要求向北京证监局提
交辅导备案登记申请，并填写《辅导备案登
记材料签收表》，在备案材料齐备后，北京证

监局将启动受理工作并出具受理函。
北京证监局表示，在辅导期间，保荐机构
应当制作工作底稿，并保证内容完备，足以印
证保荐机构的辅导过程， 底稿中应详细记录
在持续督导及辅导期间培训内容和次数、与
辅导对象沟通情况、 帮助解决的问题等辅导
工作。
在辅导工作完成后，保荐机构应按照《辅
导验收申请材料目录》要求，向北京证监局报
送辅导验收申请， 北京证监局将在申请材料
齐备后启动验收工作。
根据上述通知， 已辅导公司若变更目标
板块，无需进行重新申报辅导。 即已在北京证
监局辅导备案的挂牌公司， 保荐机构仅需报

送关于拟变更目标板块的申请， 无需撤回重
新申请辅导备案， 北京证监局也不再重新出
具受理函； 已在北京证监局完成辅导验收的
挂牌公司，保荐机构可直接申报，无需重新辅
导验收。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证监局表示，为全面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措施， 疫情防控
期间，所有申报材料均改为电子申报，疫情结
束后恢复正常申报方式。
据了解，新三板在改革发行制度时，坚持
市场化方向，借鉴科创板注册制经验，进一步
简政放权， 对公开发行、200人以上定向发行
等相关行政许可事项， 证监会在全国股转公
司自律监管意见的基础上履行核准程序，证

监会不设发审委。 徐明近日表示，全国股转公
司开展自律审查时， 将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
心，组建挂牌委员会，完善集体决策机制，实
现审核标准、 审核程序和问询回复的全过程
公开。
虽然本次新三板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7
件基本业务规则已全部发布实施， 但改革不
会就此停步。 徐明透露，后续全国股转公司将
组建首届挂牌委员会， 并尽快完成发行承销
系统的上线；还将进一步丰富融资工具，优化
优先股制度，研究推出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
等多样化融资品种；将持续推动保险资金、企
业年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入市；未来，将适时
评估交易制度改革成效，持续优化等。

120余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合力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段芳媛
越来越多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加入到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大军中。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国
股转公司了解到，2月2日至10日，通过捐款、捐
物及生产保供应等方式力挺“抗疫” 的挂牌公
司又新增了50家左右。 截至2月10日，已有120
余家挂牌公司贡献了自身力量。

加班加点保供应
继之江生物和中帜生物两家挂牌公司后，
致善生物也投入到检测试剂的研发生产之中。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紧急启动研发生产，开发
产品包括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病毒核酸提
取试剂、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
测试剂盒、新型冠状病毒假病毒RNA标准品以
及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一体机等。 同时，捐赠2万
个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1万支新型冠状病
毒假病毒RNA标准品紧急驰援武汉及各地的
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和检测试剂厂家。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节后开市以来，多家A
股医药公司股价大涨。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多家新三板医药类挂牌公司的产品用于抗击疫情
一线，涉及领域包括疫情防控、体外诊断、化药治
疗等。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与本次疫情相关的部分
公司产品有相应的稀缺性， 但该事件对各公司长
期业绩影响有限。

近期，中央和各地纷纷出台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分析人士表
示，作为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
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的资本平
台，新三板为广大中小企业拓宽直
接融资渠道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尤其在新三板改革之际，建议企业
积极借力、尽早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疫情影
响，北京市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
新三板创新层企业申请精选层辅
导验收工作，采取非现场等灵活高
效方式进行辅导验收。

’

多家新三板公司产品
投入抗疫一线

晶珠藏药、华博军卫则积极筹备涉及口罩等
卫生防护产品的生产。 2月7日，晶珠藏药召开董
事会拟设立控股子公司中道共赢（青海）医疗防
护用品有限公司，积极筹备涉及口罩等卫生防护
产品的生产。 华博军卫的董事会、采购部门、物流
部门、 财务部门及一线员工纷纷提前结束假期，
为武警重庆总队医院和长寿区妇幼保健院紧急
筹备和配送700支干扰素，为武警部队、长寿区
经信委、江津区卫健委等企事业单位共计供应20
万个口罩；碘伏（酒）1600瓶；酒精1400瓶；消毒
液2500瓶；消毒泡腾片480包（瓶）。
南京试剂曾经参与2003年抗击“非典” 战
役， 作为试剂和药辅生产企业和资深供应商，
公司接到江苏省内外多地政府机关、医院和企
事业单位的紧急供货需求。 对此，公司董事会、
经理层果断采取措施，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后，迅速组织员工突击生产，全力做好紧缺物
资生产供应工作。
为了守卫疫情检测的第一关口，热像科技
组织员工放弃假期提前返厂，加班加点投入生

产。 公司生产的Fotric红外热像仪，及时发往
全国各地，产品主要用于机场、高铁站、医院发
热门诊、疾控中心等场所，满足市场需求。
还有不少公司积极行动，投身于疫情防控
服务工作。 2月3日，科志股份发起并组建由成
都医学院专家及相关合作单位组成的合作团
队， 共同攻关开发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的快速诊断试剂盒及抗病毒
生物药物。 公司表示，作为项目发起人，为项目
所需科研试剂和生产原料等提供资金支持，研
发成功后将项目所有研究成果无偿捐赠。
为应对疫情， 四零七单独新建发热门诊，并
开通了免费线上问诊服务。 按照甘肃卫健委要
求， 医院从报名的113名医护人员中选派1人与
甘肃省其他市州医院选派人员汇合，组建第一批
甘肃省赴武汉救治医疗队，奔赴防控疫情一线。

捐款捐物献爱心
面对前线物资告急，多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积极调动资源，四处求购相应物资。

同济医药作为重要的应急物资储备单位，
为本次疫情承担了大量工作。 公司在了解疫情
后第一时间调集30000个口罩， 用于员工发放
及相关部门捐赠、调拨，并捐赠体温计2000个；
连夜安排人员开车到亳州采购了中药材十吨，
组织员工熬制“普济宣肺消毒饮“
；同时，公司
及时联系酒精厂家，拟调拨酒清1000吨，目前
已运送30吨到武汉， 并联系厂家通宵灌装，及
时向市场供应。
悠派科技则在疫情发生后，联系美国工厂
紧 急 采 购 10000 只 医 用 高 等 级 防 护 口 罩
3M1860，紧急空运回国，计划无偿援助给芜湖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援芜湖，抗击病毒。
除了捐助防疫物资，还有不少公司以捐款
的方式，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2月10日，东和新
材向海城市红十字会捐款50万元； 截至2月5
日，客家银行以及全体员工向梅州市慈善会和
各县慈善会、 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累计捐赠
21.3万元；2月3日， 恒泰科技向湖北省荆州市
公安县慈善会捐赠50万元等。

疫情防控领域挂牌公司最多，涉及口罩、防护
服、手套、体温检测仪、消毒液、酒精、其他医疗器
械产品等细分领域。
在口罩产业链上， 涉及的挂牌公司有泰恩
康、三信科技、春夏科技、丽洋新材、璟泓科技（还
生产额温枪）、晶珠藏药等。 泰恩康自1月22日起
成立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组织口罩等防护类医
疗物资的生产和发货，目前公司日均生产28万个
口罩。
N90、N95及KN系列口罩中所用溶喷材料必
须进行驻极处理才能获得吸附尘埃及飞沫颗粒的
功能，为响应国家号召，助力国内口罩防护用品企
业的增产扩产， 三信科技于1月27日开工加急生
产驻极处理机。 丽洋新材作为口罩生产厂家的上
游企业，主要为口罩厂家提供熔喷过滤材料，公司
召回部分员工于1月27日复工生产， 目前公司可
用于生产口罩过滤材料的生产线有3条， 日产量
3-6吨， 可供下游口罩厂家生产80万只左右的医
用口罩。
在防护服方面，赢冠口腔2月7日公告，作为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经北京市海淀区经济信息管
理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调
安排，从2月7日起，为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临时生产符合《GB19082-2009》标准的医
用一次性防护服等防疫用医疗器械。
体温检测产品主要用于机场、高铁站、医院发
热门诊、疾控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 疫情发生后，
挂牌公司爱立康的红外额温枪订单量相应增加，
为尽量保证生产，保证出货，通过招聘临时工人返
厂紧急开工；热像科技的员工假期提前返厂，加班
加点投入生产Fotric红外热像仪， 确保及时发往
全国各地； 兆晟科技专注于红外热成像仪研发生
产，春节期间，公司到岗员工全力以赴投入到人体
测温仪的生产和安装中。
在其他防控领域，接到紧急供货需求后，南京
试剂迅速组织员工突击生产， 提供的疫情防控应
急产品有75%乙醇、过氧乙酸和过氧化氢溶液等；
来邦科技为武汉火神山医院加班生产测试医院信
息化设备； 国德医疗为多家医院提供负压病房及
负压实验室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规范、先进的诊疗
环境等。

介入诊断环节
疫情发生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相关
专家制定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三版、试行第四版、试行第五版，均显
示疑似病例的排除及病人解除隔离需涉及体外诊
断。 之江生物、中帜生物、致善生物等新三板挂牌
公司涉足。
目前， 已有6家公司体外诊断产品获得注册
证，之江生物位列其中。 据了解，之江生物第一时
间针对此次爆发疫情的病毒基因组进行了序列分
析，并迅速开发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
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 1月26日，之江生物
研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正式获得国家药监
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成为首批4家获证企
业之一。目前公司正加紧生产，全力保障各疾控和
医疗机构的检测需求。
试剂盒产品仅用于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
不用于治疗，其中部分相关产品仅为科研类产品，
无须取得产品注册证。 作为专注感染性疾病分子
诊断领域的武汉本土高新技术企业， 中帜生物此
前公告称，针对武汉出现的新冠肺炎，公司研发了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
（双扩增法）和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
酸检测试剂盒（RNA 恒温扩增-金探针层析法）
两种检测试剂（仅为科研试剂），用于确诊新型冠
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安信证券表示，目前体外诊断需求较强。例如
2月6日，广西财政厅官网发布消息，自治区财政
紧急拨付下达第四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补助资金69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购置新
型冠状病毒专用检测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内荧光染料的生产商，
挂牌公司吉玛基因为多家诊断试剂厂商提供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诊断试剂盒核心原料。 同时， 作为
“国家抗突发病毒传染病小核酸创新药物应急平
台重大专项” 项目参加单位，吉玛基因安排员工
紧急加班合成小核酸， 供项目进行治疗新型冠状
病毒的小核酸药物筛选； 公司还与某科研单位和
上市疫苗公司合作，运用mRNA技术，开发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
干扰素是一类具有广谱抗病毒、 抗肿瘤和免
疫调节作用的蛋白质，包括I型、Ⅱ型和Ⅲ型，分别
具有不同的受体和功能， 是机体天然免疫的关键
组成部分，可用于重点高危易感人群的防护。 1月
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 正式将雾化吸入重组人干扰素α作
为诊疗方案首先推荐的抗病毒药品。 具备生产干
扰素的国内厂商不少，挂牌公司三元基因是其一。
据了解，三元基因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保障
生产和市场供应， 满足医院和防疫部门的紧急需
要， 同时应一些地区和部队的医院和政府公共卫
生防疫部门的紧急求助， 捐赠了一批α-1b干扰
素（包括滴眼剂、喷雾剂、注射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