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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个股市值分化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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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微申购 科创板迎绿鞋机制第一股

截至2月11日收盘，科创板个股中
已经有两只个股市值突破千亿元，说
明真正的高科技含量公司受到投资者
追捧，有着较高的估值溢价。随着科创
板进一步扩容， 市场化的选择会让个
股们估值明显差异化。从中长期来看，
那些科技含量较低或者业绩不符合市
场预期的公司， 则会出现市值逐步缩
水的情形，小市值公司也会很普遍。

显然， 如果选对了一家好公司，
科创板股票将给投资者带来数倍乃
至数十倍的投资收益，它们的市值也
将快速放大， 赶超茅台未必没有可
能。 科创板虽然成立时间并不长，但
已经酝酿出澜起科技、中微公司这样
的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另外，金山办
公也距离千亿市值仅一步之遥。整体
来看，这些能够在科创板市值突破千
亿元的上市公司，都普遍具备很高的
科技含量， 而且所处行业十分有前
景，再加之业绩稳健，因而才能获得
投资者的不断买入，最终助推公司市
值突破千亿元。

实际上， 千亿市值个股的诞生对
市场和投资者有着多重影响。 诸如在
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方面， 用事实证明
了价值投资才是科创板最稳定的盈利
利器，选对绩优股、坚定持有，才可能
会有更高的投资回报。再比如，随着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到中长线持股优
质头部个股中去，那些科技含量低，或
者行业前景不明， 再或者业绩不及预
期的科创板个股， 就会遭到越来越多
资金的抛弃，届时，科创板个股会出现
明显的分化， 优质的头部企业继续稳
健上涨，低质量个股市值则越走越低。

需要注意的是，从利润平均化的
原理看，科创板公司市值大幅缩水的
公司数量将会远远多于市值大幅增
长的公司数量。

所谓的利润平均化，就是指投资
者投资科创板的平均利润应该与投
资主板是相近的，如果科创板的利润
太高， 而且太多的公司都能盈利，那
么显然投资科创板就比投资主板市
场更加划算，此时就会出现主板资金
向科创板转移的情况，从而推高科创
板公司的股价和发行价，以达到两者
之间预期收益相同。

再进一步，如果科创板公司股价
很高，发行价也很高，就会推动很多
未上市公司努力登陆科创板，从而增
加科创板公司的数量，也稀释科创板
公司的质量，显然，前500名公司的平
均质量一定不如前50名公司的平均
质量，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创板
公司发行上市，但它们不可能全部成
长为独角兽企业，真正的好公司也就
那么一小部分，大多数公司最终将会
走向平淡，而且考虑到科创板公司没
有盈利要求，规模普遍也不大，所以
这些没能成长为优质企业的公司中，
将会有一大部分最终被市场淘汰，科
创板不比主板， 科创板拒绝平庸，要
么壮大，要么消亡，不会出现很多平
平淡淡混日子的公司。而且科创企业
本就是优胜劣汰很强的领域，小富即
安不是科创板的特点。

因此，投资者在参与科创板股票
投资时，也要明白巨大的风险与巨大
的收益并存。

2月12日开启申购

随着时间的推进，华润微迎来新股申购之

日，届时，“红筹第一股”也将与投资者见面。

2月12日，又有2只新股申购，其中之一即

为华润微。数据显示，华润微此次发行申购代

码“787396”，发行价格为12.8元/ 股，此发行

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26.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数据显示，华润微本次发行总数为

29299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回拨机

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4101.9万股。根据公告，华润微本次发行

采用战略配售方式，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789.82万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30%，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获

配名单显示，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赫然

在列。

华润微新股申购之日到来，也意味着A股

“红筹第一股”即将诞生。红筹企业是指注册

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据介

绍，华润微是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的一家

控股公司，下属的运营实体主要位于境内。华

润微曾在港股上市，2011年11月从香港联交

所私有化退市。

实际上，华润微并非首家科创板申请获

得受理的红筹企业。在华润微之前，九号机器

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号智能”）曾作为申

报科创板的第一家红筹企业以及拟发行CDR

的第一家企业而成为市场焦点。不过，九号智

能一度遭遇中止审核的情形，华润微则后来

居上。如今，华润微更是距离上市仅一步之

遥。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华润微本次发行A股

以港元作为面值。根据介绍，华润微本次发行

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

港元。这也是A股第一家以非人民币为面值发

行上市的公司。

绿鞋机制托底

除身贴“红筹第一股”的标签外，华润微

此次发行引入绿鞋机制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而这也是科创板引入绿鞋机制的首家公司。

根据2月11日华润微披露的公告，华润微

授予公司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超额

配售选择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本次

发行价格向投资者超额配售初始发行规模

15%（4394.9万股）的股票，即向投资者配售总

计初始发行规模115%（3.37亿股）的股票，最

终超额配售情况将在之后的《网上发行申购

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超额配售股票将

通过向本次发行的部分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

的方式获得，并全部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考虑到绿鞋机制，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

额行使，华润微本次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3.37

亿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27.71%（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后）。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华润微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1.72亿股，

若绿鞋全额行使，则华润微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12.16亿股。

需要指出的是，华润微也是首家引入绿

鞋机制的科创板企业，在此之前，A股历史上

仅有4家上市公司采用该机制。据了解，《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明确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方案中采用超额配售选

择权。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规

定，“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

发行人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发行价格

的，获授权的主承销商有权使用超额配售股

票募集的资金，在连续竞价时间以《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规定的本

方最优价格申报方式购买发行人股票，且申

报买入价格不得超过本次发行的发行价；获

授权的主承销商未购买发行人股票或者购买

发行人股票数量未达到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

择权拟发行股票数量的，可以要求发行人按

照发行价格增发股票”。

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人士表示，绿鞋机

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若股票上市

后发行人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发行价

格，则获授权主承销商可通过超额配售股票

募集的资金在二级市场买入发行人的股票，

以促进其股价稳定。另外，若股票上市后发行

人的股价走势良好，则获授权主承销商可行

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要求发行人按照发行价格

增发股票，发行人得以扩大发行规模，获得资

本市场更高效的支持。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

超额配售选择权有利于维持股票的流动性，

起到稳定新股价格的作用。华润微亦在此前

披露的公告中表示，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的

安排有利于促进公司上市后的股价稳定。

预计2019年全年业绩承压

从近两年数据来看，华润微业绩处于高

速增长状态，不过公司预计2019年业绩承压

迹象明显。

华润微是拥有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

测试等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能力的半导体企

业，产品聚焦于功率半导体、智能传感器与智

能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半导体产品与系统

解决方案。

实际上，除因是“红筹第一股”颇受关

注外，华润微隶属于华润集团的身份也是

市场较为关注的因素之一。股权关系显示，

本次发行前，华润微控股股东华润集团（微

电子）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华润微100%的股

份。华润集团（微电子）有限公司由华润集

团100%持有。华润集团则由华润股份有限

公司100%间接持有，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又

由中国华润有限公司100%直接控股。华润

微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

司，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背靠华润，华润微近几年业绩表现亮眼。

从此前数据来看，华润微在2017年、2018年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均处于连续增长的状态。其

中，华润微在2018年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幅

度更是高达511.02%。

不过，华润微预计2019年业绩处于承压

状态。2019年度，华润微预计营业收入为

56.5亿-58亿元，同比下降7.51%-9.9%。净

利润预计为4.5亿-4.8亿元，同比下降

10.71%-16.2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预计为3.5亿-3.8亿元，同比下降

11.51%-18.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为1.8亿-2亿

元，同比下降37.92%-44.13%。华润微称，公

司上市当年存在业绩下滑的风险。

针对公司此次发行引入绿鞋机制以及

2019年业绩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

华润微进行采访，截至记者发稿，对方电话未

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从港股退市八年后，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集

团”）半导体投资运营平台———华润微登陆科创板的脚步越来越近。

根据安排，华润微于2月12日进行新股申购，这也意味着，华润微头

顶“红筹第一股”身份登陆A股的进程进入倒计时阶段。值得一提的

是，为促进公司上市后股价稳定，华润微本次发行引入超额配售选

择权（俗称“绿鞋”），而这是A股史上第五家引入绿鞋机制的上市公

司，同时也是科创板首例。

华润微2016年至2019年1-9月财务数据一览

2016年

营收
58.76亿元
归属净利润
0.7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0.07亿元

2017年

营收
43.97亿元
归属净利润
-3.03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3.8亿元

2018年

营收
62.71亿元
归属净利润
4.29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3.22亿元

2019年
（1-9月）

营收
41.32亿元
归属净利润
2.7亿元
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1.32亿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创始人冯鑫被
捕、主业停顿、员工仅剩下10人……昔日影音

霸主暴风集团（300431）如今已沦落到这般田

地。对于暴风集团而言，如何破当下困局才是

至关重要的。

2月11日晚间暴风集团发布公告称，为

了盘活上市公司存量资源，公司与北京风行

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在线”）

签署了《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风行

在线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

作协议》）等。然而，在公布与风行在线合作

的消息不久之后，暴风集团就闪收深交所的

关注函。

暴风集团的公告显示，2月10日，公司与

风行在线于北京市签署《合作协议》《广告经

营授权书》《代运营授权书》《品牌授权书》。双

方将在互联网视听服务领域开展合作，合作

期限为15个月。

具体来看，《合作协议》显示，暴风集团将

合法拥有的暴风影音App、暴风影音PC客户

端、暴风影音广告系统运营权交由风行在线

排他代运营，代运营期限为自该协议签署之

日起15个月，从2020年2月10日起至2021年5

月9日止。合同期满后，如暴风集团决定继续

以代运营方式运营产品，风行在线则享有独

家续约权。

广告经营授权方面，被授权方风行在线

代理授权方暴风集团向广告客户销售“暴风

影音”PC客户端及移动端App所有广告产品。

广告形式包含但不仅限于“视频贴片广告/ 暂

停/App启动图/Banner/ 信息流/ 弹窗”等多种

广告形式；风行在线负责在授权区域内积极

扩展互联网广告销售，接受广告客户委托，发

布各类广告。该授权为排他授权，不包含转授

权的权利，但风行在线可委托第三方代理售

卖上述广告产品。

代运营授权的内容包括风行在线代理暴

风集团运营“暴风影音”移动App各端口、暴

风影音PC客户端、暴风影音广告系统各版本。

风行在线享有获得运营所得的会员收益、广

告收益等一切收益的权利。此外，暴风集团授

权风行在线有权以“暴风”的品牌与商务合作

伙伴开展新业务。

因合作方为风行在线，暴风集团此次交

易备受市场关注。资料显示，风行在线成立于

2005年，系上市公司兆驰股份的子公司。通过

查询相关公告了解到，2015年8月13日，彼时

兆驰股份董事会同意公司报名参与竞买风行

在线63%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9.67亿元

的范围内竞买。

2016年1月初，风行在线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备案手续。变更完成后，兆驰股份持有风行

在线63%的股权，同时风行在线纳入公司财

务合并报表范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风行在线与

暴风集团合作内容主要涉及旗下暴风影音相

关业务，而该业务可谓是公司重要营收来源。

据暴风集团介绍，公司战略定位是互联网文

化娱乐综合服务提供商，公司营业收入主要

来源于互联网视频（暴风影音）以及互联网电

视（暴风电视）两个业务板块。

财务数据显示，暴风集团在2019年上半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8359.29万元，报告期内

该公司广告业务和网络付费服务收入分别为

3470.71万元、1094.78万元。暴风集团称，广告

收入、网络付费服务主要为互联网视频业务。

风行在线主要业务为视频播放与广告销

售。据兆驰股份财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风行

在线实现的营业收入约4.47亿元，对应的净

利润约5959.25万元。

对于此次合作，暴风集团在公告中称，本

次与风行在线的合作有利于盘活上市公司存

量资源，开拓收入来源和维持运营能力。

在风行在线出手前，暴风集团深陷业绩

困局。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暴风集团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6.5亿元，同比下降

184.5%。

此外，暴风集团多次发布公告称，目前主

要业务仍然处于停顿状态，经营发展受到严

重制约，面临无业务收入来源的风险。

暴风集团与风行在线的合作引起了深

交所的关注。在关注函中，深交所要求暴风

集团补充说明本次合作事项对公司主业经

营和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能否化解公司

主业陷入停顿的风险；公司与风行在线的合

作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公司在与风行在线的

合作过程中如何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此

次合作事项是否存在掏空上市公司的嫌疑，

公司董事在审议上述合作事项时是否勤勉

尽责。

深交所指出，与风行在线签署的合作协议

中约定，代运营PC客户端、App所得收益，扣

除成本后按照双方3： 7的比例进行分成；在
《代运营授权书》中约定，风行在线享有获得

运营所得的会员收益、广告收益等一切收益

的权利。对此，深交所要求暴风集团说明上述

条款是否存在冲突，是否存在法律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9年12月19日，深

交所就曾对媒体报道称“风行网已收购暴风

TV，将接管暴风TV平台和系统，双方目前正

在做内容整合”相关事宜向暴风集团下发关

注函。

不过，截至2月11日晚间，暴风集团仍未

回复。深交所要求暴风集团补充说明未回复

关注函的原因，以及上述事项与公司本次披

露的合作事项是否存在关系，公司是否及时

就与风行在线的相关合作事项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

暴风集团进行采访，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

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暴风集团深陷业绩困局
与风行在线合作闪收关注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