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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精选层企业三季报

披露进入密集期，仅10月26日便

有9家精选层公司发布三季报。

目前，发布三季报的精选层公司

数量达到20家，整体业绩稳中有

升。 其中，19家公司实现收入增

长，近八成公司实现盈利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 精选层公

司将全部平移到北交所， 新增

上市公司由符合条件的创新层

挂牌公司产生。 因此，精选层公

司以及创新层公司的三季度业

绩表现将成为投资者的重要决

策参考。

锦好医疗成功挂牌 精选层企业增至67家

●本报记者 段芳媛

10月25日，锦好医疗成功挂牌精选

层， 成为北交所设立后的首家挂牌精选

层企业。至此，精选层企业增至67家。锦

好医疗主要从事康复医疗器械和家用医

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助听器、雾化器、防褥疮气垫等。 锦好

医疗此次公开发行股票1087万股，发行

后总股本为4697万股，发行价格为16.80

元/股，发行市盈率为20.37倍，募集资金

总额1.83亿元。

全国股转系统网站显示，截至10月

26日，北交所设立后完成精选层申购的

公司家数增至14家。 另外，10月28日广

咨国际将登陆精选层，成为第68家精选

层企业。有券商预测，今年年底精选层公

司或达到90家至100家。

锦好医疗业绩良好

公开资料显示， 锦好医疗设立于

2011年，2017年完成股份制改革，2018

年9月18日挂牌新三板， 主办券商为中

信建投，注册资本3610万元，实际控制

人系王敏、王芳。

2020年12月11日，锦好医疗向全国

股转公司提交了申请股票公开发行并在

精选层挂牌的申报材料， 公司股票自当

年12月14日起停牌。 此次冲刺精选层，

锦好医疗选用了标准一， 即市值不低于

2亿元，最近2年净利润均不低于1500万

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不低于

10%， 或者最近1年净利润不低于2500

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标准着

重遴选已有稳定高效盈利模式的盈利型

公司，该标准侧重财务指标，市值起辅助

作用。 ”

公开发行说明书显示， 锦好医疗

的产品主要为个人消费者及广大家庭

提供辅助听力、呼吸道疾病治疗、保健

护理等功能， 帮助消费者进行疾病症

状的改善、疾病预防和治疗，提升生活

品质。

2018年-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

锦好医疗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05亿元、

1.49亿元、2.11亿元及9972.36万元；分别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92.41万元、2461.88万元、4138.85万

元及1103.06万元。

作为北交所宣布设立后首家挂牌精

选层公司， 锦好医疗挂牌当日市场表现

备受关注。公司当日以26.51元/股开盘，

盘中最高触及27.77元/股， 最高价较发

行价上涨65.30%。 随后震荡走低，收盘

涨幅收窄， 收报24.01元/股， 涨幅为

42.92%。单日成交额1.56亿元，换手率为

41.05%。

对于锦好医疗挂牌当日的股价表

现，周运南表示：“锦好医疗作为北交所

宣布设立后的第一只新股， 全天市场表

现基本符合预期。 与之前的66只新股首

日整体情况相比， 公司股票的涨幅和换

手率均表现不错， 其作为北交所公司的

预期起了较大作用。 ”

挂牌工作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 正处于发行中排队等待

挂牌的准精选层公司共有13家。 其中，

10月26日，晶赛科技、科达自控完成申

购；广咨国际将于10月28日挂牌，成为

第68只精选层股票。

周运南表示，在北交所开市前，精选

层的受理、审核、上会、核准、公开发行、

精选层挂牌均常态化推进， 为精选层向

北交所的平移做好充分准备。

资料显示， 晶赛科技主要从事石

英晶振及封装材料的设计、 研发、生

产及销售，产品主要分为石英晶振和

封装材料两类。 晶赛科技此次公开发

行股份数量1187.83万股， 发行后总

股本为 5283.83万股 ， 发行价格为

18.32元/股。

科达自控主营业务是应用工业互联

网技术体系， 向客户提供矿山数据监测

与自动控制系统、 市政数据远程监测系

统、 自动控制相关产品和自动化技术服

务，主要应用于矿山、市政等领域。 科达

自控此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800万股，

发行后总股本为7008万股，发行价格为

13元/股。

广咨国际则是国内较早从事工程项

目投资决策咨询、 招标代理的专业技术

服务机构之一。 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一

家集政策研究、决策咨询、产业规划、专

题研究、风险评估、投资项目前期策划、

投融资咨询（含PPP）、招标采购咨询、

工程造价咨询与管理、工程建设监理、项

目管理、 项目后评价等咨询服务为一体

的综合性咨询服务机构。

广咨国际本次发行价格为14元/

股，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565.2万股，发

行后总股本为7565.2万股。 广咨国际此

次发行吸引了6家战投， 包括广东粤和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晨鸣（青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战略配售募集资

金合计1582.56万元。

随着精选层挂牌工作有序推进，安

信证券表示，从目前的过会进度来看，预

测到年底精选层公司数量或达到90家

至100家。

两家公司收入翻倍

在上述20家已披露三季报的精

选层公司中，5家公司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超过5亿元，13家公司收入介于1

亿至5亿元之间。 营业收入规模居前

三名的公司依次是贝特瑞、德众汽车

和球冠电缆 ，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8.51亿元、20.34亿元和19.58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54.18% 、48.17%和

33.35%。

从增速方面看，9家精选层公司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超过30%。

其中， 佳先股份和贝特瑞增速超过

一倍。

佳先股份是国内PVC塑料环保

热稳定剂产业领先企业。前三季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3.31亿元， 同比增长

237.43%；归母净利润为4256万元，同

比增长71.90%。 其中，公司三季度营

业 收 入 为 1.3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70.48%，环比增长16.58%；归母净利

润为2216万元，同比增长227.25%，环

比增长46.25%。

上述20家公司前三季度全部实

现盈利，其中17家公司归母净利润超

过3000万元。 贝特瑞、吉林碳谷、连

城数控分别以10.90亿元、1.79亿元

和1.77亿元暂居精选层盈利规模前

三强。

贝特瑞前三季度收入和盈利均

实现翻倍增长。 贝特瑞是新能源材料

的研发与制造商， 主营业务包括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 正极材料及石墨烯

材料三大业务板块。 对于前三季度业

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新能源

汽车需求增长带动锂离子电池及材料

行业快速发展。

吉林碳谷前三季度盈利增幅达

108.61%。 主要系公司碳纤维原丝产

品得到市场认可后， 公司持续建设产

能并逐步投产，产销量不断增加。

机构投资者力挺

部分精选层公司在三季度获实力

资金力挺。

贝特瑞目前是精选层 “市值一

哥” 。 公司三季度获私募投资者葛卫

东加仓50.62万股，持股升至878.60万

股，位列公司第五大股东。 截至10月

26日，葛卫东持有贝特瑞的股份市值

约合15.68亿元。上海冲积资产管理中

心 （有限合伙）—冲积积极成长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三季度新进为贝

特瑞第九大股东，持股257.36万股，位

列第九大股东。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7月1日以

来，贝特瑞股价累计上涨167%，总市

值增加541亿元。

根据公告，9月22日，浙江红什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杭州红元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连城数控股票805万股。 三

季报显示， 中金公司新进为公司第六

大股东，持股数量恰好为805万股。

值得注意的是， 中金公司在三季

度新进为万通液压的第九大股东，持

股数量达68.44万股。

中金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此前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

于新三板，我们主要关注成长性好、创

新能力强的生物医药、 电子、 节能环

保、互联网等行业相关企业。 未来，符

合条件的中小型企业可借助北交所提

供的更为便捷、精准的直接融资通道，

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与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我们将顺应资本市场新发展格局，

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关注、挖掘并推荐

更多 ‘专精特新’ 企业登陆资本市

场。 ”

此外，佳先股份、方大股份、创远

仪器等公司在三季度获得部分前十大

股东加仓。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9月

1日以来，佳先股份涨幅超过50%。

荣亿精密：

向汽车及通讯等行业拓展

●本报记者 吴勇 熊永红

荣亿精密冲刺精选层日前获

首轮问询，涉及公司行业地位、研

发能力、收入真实性、成本控制能

力、募投项目可行性等方面问题。

荣亿精密被工信部评为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主要从事

精密紧固件、连接件、结构件等精

密金属零部件的研发、 制造和销

售。 荣亿精密表示，为进一步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已由原来

的3C行业逐步向汽车、通讯、医疗

等行业拓展。

监管机构问询

在首轮问询中，荣亿精密的主

要客户销售情况受到重点关注。

公开发行说明书显示， 公司

多次提到富士康为公司主要客

户， 但各期前五大客户中未见富

士康， 且各期前五大客户销售占

比较低。

首轮问询要求荣亿精密按主

要产品类型分别披露报告期内

前十大客户；披露一级二级供应

商定义，并按一级二级供应商分

类披露主要客户名称、 销售产

品、金额、数量、单价及销售占

比；分析主要客户销售金额变动

的原因，同类产品不同客户销售

单价的对比情况分析。 同时，充

分披露报告期各期各类产品主

要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成立时

间、注册资本、营业范围、经营规

模等情况。

同时， 荣亿精密的产品定位

是否准确也受到问询。

公开发行说明书显示， 公司

下游为3C行业， 主要产品为各类

定制螺母、螺钉、铆钉、SMD贴片

螺母等。 公司产品按生产工艺，分

为车削件、冲压件、冷镦件三类。

首轮问询要求荣亿精密分别

披露车削件、冲压件、冷镦件三类

产品的细分产品名称、 报告期各

期的销售金额， 对应的下游直接

客户、产品的具体用途，并说明各

类产品的精密度要求。同时，结合

不同下游行业对上游产品的精密

度具体要求， 公司精密产品的结

构及对应的收入情况、 与可比公

司的产品差异比较等方面， 说明

公司将自身定位为精密金属制品

行业的具体体现， 相关产品评价

指标是否与行业平均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 是否符合公司目前生产

经营的实际情况。

另外， 要求荣亿精密补充披

露公司的具体生产工序， 包括主

要流程、 各环节公司承担的主要

工作内容及对外分包情况、 不同

环节需要的时间、人员、设备、技

术、不同环节的成本工程、收费方

式、 结算方式等。 并结合成本构

成、毛利率等因素，补充披露公司

的生产和服务是否具有高附加

值，核心技术能否在成本中体现。

产品应用广泛

此次冲刺精选层， 荣亿精密

拟公开发行不超过3790万股，募

集资金将用于年产3亿件高端精

密航天、 医疗零部件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

荣亿精密介绍， 公司在3C领

域深耕多年，已成为仁宝、联宝、

和硕、富士康、英业达等知名电子

制造服务商的长期合格供应商，

进入了其供应链体系， 同时向该

等企业及其上游配套企业神达电

脑、春秋电子、英力股份等提供精

密金属零部件产品。

公司的产品最终由上述知名

电子制造服务商用于为联想、惠

普、戴尔、三星、宏碁、华硕等全球

主流电脑品牌生产组装台式机、

笔记本电脑等产品。

在汽车领域，公司为海拉、安

费诺、 怡得乐等全球领先的汽车

零部件制造商以及凯中精密等国

内优秀汽车、 高铁零部件制造商

的合格供应商， 产品用于构建中

控电路板、传感器连接件、前后窗

雨刷等各种车用零部件。

分析人士表示， 精密金属件

的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其下游应

用领域的需求， 精密金属的应用

领域广泛，涵盖从电子计算机、汽

车、电子、半导体、医疗等民用领

域到航空航天、 高速列车和轨道

交通、高端装备制造、工业机器人

等高端制造领域。

以汽车行业为例， 据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2011年

-2020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由0.8万辆增至136.7万辆，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77.04%。 据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预测， 新能源汽车将继

续迎来高增长， 预计2021年销量

将达到180万辆。

受益行业发展的景气度 ，

2018年至2020年及2021年1月

-3月（报告期），荣亿精密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1.34亿

元、1.72亿元、5121.68万元；归母

净利润 分 别 为 1222.03 万 元 、

2151.28 万 元 、2278.36 万 元 、

610.51万元。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3.70%、3.70%、

4.18%、5.26%。

提升竞争地位

此次公司拟募投的年产3亿

件高端精密航天、 医疗零部件建

设项目， 旨在提升公司在精密零

部件产业的竞争地位， 在日趋激

烈的市场环境中形成长期持续的

发展动力。

高端精密零部件市场前景广

阔。“公司生产的精密零配件作为

在医疗器械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紧固件或功能件， 将发挥极大

的作用。 ” 荣亿精密表示，为进一

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已

由原来的3C行业逐步向汽车、通

讯、医疗等行业拓展。 为抓住新能

源汽车、航空航天、医疗等高附加

值领域发展机遇， 公司仍需要持

续加强对该等领域的投入。

中商产业研究院表示，电气

和汽车领域的蓬勃发展，进一步

推动上游精密金属零部件行业

快速发展。 而产业政策的扶持，

为精密金属零部件生产企业的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推动了

我国电气及汽车零部件市场持

续健康发展。

吉华勘测入选广州市“专精特新”培育名单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吉华勘测10月

26日发布公告称，经企业申报、形式审

查、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公司成

功入选广州市“专精特新” 民营企业扶

优计划培育企业（第一批）名单。

吉华勘测表示， 这表明公司的技术

实力、行业赛道、企业品牌等获得了主管

部门的认可，有利于企业的业务开展。在

相关政策引导下， 公司将更好地发挥自

身优势，高度聚焦核心技术方向，不断提

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进一步扩大市

场影响力。 后续相关主管部门将推送各

项培优育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公

司高质量发展。

吉华勘测为以工程安全为目标的

监测检测勘测高科技服务公司， 核心

业务为工程安全（防灾）监测，并延展

出房屋安全鉴定、 工程质量检测、勘

察、物探、测绘等相关业务。 公司为众

多央企和房地产百强企业的年度标中

标单位， 同时是众多政府单位的入库

服务商。

上半年， 吉华勘测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5506.02万元，同比增长25.61%；净利

润为840.25万元，同比增长27.16%。 其

中， 工程安全监测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1.39% ， 测 量测绘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71.76%，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收入同比增

长79.60%，工程质量检测与房屋安全鉴

定收入同比下降48.21%。

吉华勘测作为“广东省物联网防灾

监测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 拥有相对较

为成熟的物联网监测技术。 截至6月底，

公司已获得物联网监测方面的国家发明

专利3项， 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超30项，自主研发的深基坑安全监测云

平台已升级至2.0版本，并应用到多个项

目中。

20家精选层公司三季报亮相 近八成盈利增长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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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家精选层公司三季报亮相 近八成盈利增长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新三板精选层企业三季报披露进入密集期，仅10月26日便有9家精选层公司发布三季报。 目前，发布三季报的精选层公司数量达到20家，整体业绩稳中有升。 其中，19家公司实现收入增长，近八成公司实现盈利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精选层公司将全部平移到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由符合条件的创新层挂牌公司产生。 因此，精选层公司以及创新层公司的三季度业绩表现将成为投资者的重要决策参考。

两家公司收入翻倍

在上述20家已披露三季报的精选层公司中，5家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13家公司收入介于1亿至5亿元之间。 营业收入规模居前三名的公司依次是贝特瑞、德众汽车和球冠电缆，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8.51亿元、20.34亿元和1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4.18%、48.17%和33.35%。

从增速方面看，9家精选层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超过30%。 其中，佳先股份和贝特瑞增速超过一倍。

佳先股份是国内PVC塑料环保热稳定剂产业领先企业。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1亿元，同比增长237.43%；归母净利润为4256万元，同比增长71.90%。 其中，公司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35亿元，同比增长370.48%，环比增长16.58%；归母净利润为2216万元，同比增长227.25%，环比增长46.25%。

上述20家公司前三季度全部实现盈利，其中17家公司归母净利润超过3000万元。 贝特瑞、吉林碳谷、连城数控分别以10.90亿元、1.79亿元和1.77亿元暂居精选层盈利规模前三强。

贝特瑞前三季度收入和盈利均实现翻倍增长。 贝特瑞是新能源材料的研发与制造商，主营业务包括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正极材料及石墨烯材料三大业务板块。 对于前三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新能源汽车需求增长带动锂离子电池及材料行业快速发展。

吉林碳谷前三季度盈利增幅达108.61%。 主要系公司碳纤维原丝产品得到市场认可后，公司持续建设产能并逐步投产，产销量不断增加。

机构投资者力挺

部分精选层公司在三季度获实力资金力挺。

贝特瑞目前是精选层“市值一哥”。 公司三季度获私募投资者葛卫东加仓50.62万股，持股升至878.60万股，位列公司第五大股东。 截至10月26日，葛卫东持有贝特瑞的股份市值约合15.68亿元。 上海冲积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冲积积极成长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三季度新进为贝特瑞第九大股东，持股257.36万股，位列第九大股东。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贝特瑞股价累计上涨167%，总市值增加541亿元。

根据公告，9月22日，浙江红什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杭州红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连城数控股票805万股。 三季报显示，中金公司新进为公司第六大股东，持股数量恰好为805万股。

值得注意的是，中金公司在三季度新进为万通液压的第九大股东，持股数量达68.44万股。

中金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此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新三板，我们主要关注成长性好、创新能力强的生物医药、电子、节能环保、互联网等行业相关企业。 未来，符合条件的中小型企业可借助北交所提供的更为便捷、精准的直接融资通道，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将顺应资本市场新发展格局，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关注、挖掘并推荐更多‘专精特新’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

此外，佳先股份、方大股份、创远仪器等公司在三季度获得部分前十大股东加仓。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9月1日以来，佳先股份涨幅超过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