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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市公司周刊

科创板一周年：细数四大“破冰”事件

北京商报2020.6.11

科创板这一年：标的股扩容三倍 3股市值破千亿

特别策划

一年前的6月13日，科创板这一承载着重要使命的全新板块正式开板，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一刻。如今，科创板即将迎来开板一周年的日

子。回首科创板开板这一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为全面推行注册制提供经验的同时，也开创了A股历史上多个

“第一”———第一家红筹企业登陆科创板、首家特殊表决权公司诞生、首家尚未盈利企业成为科创板一员，由此打破A股多年空白。而注册制

下，科创板重大资产重组也获“破冰”，截至目前，首单重组项目已提交注册。后续，首家发行CDR回归的红筹企业何时亮相科创板、科创板会

否率先引进单次T+0等则值得期待。

打破红筹上市空白

科创板开板一年，期间，华润微作为红

筹企业第一股登陆科创板，打破了A股市

场红筹企业的空白局面。

长久以来，囿于一些政策尚不明确，一

些问题尚未解决，红筹企业A股上市一直未

能成行。所谓红筹企业，是指注册地在境外、

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比如资金跨

境流通问题，如何监管企业募集资金的使

用等，这些也是红筹企业在A股上市的难

点。”提及此前未能有红筹企业在A股上市

的情况，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2018年6月，证监会发布《存托凭证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红筹企业

境内上市可采用发行A股股票或中国存托

凭证（CDR）两种方式。大幅降低了红筹回

归难度，海外红筹股回归之路愈发明朗。

2019年，科创板启航，明确红筹企业

登陆科创板相关细则。政策红利下，从港股

退市八年后的红筹企业华润微，向科创板

发起冲击。2019年6月26日华润微科创板

申请获得受理。经历了上交所多轮问询以

及科创板上市委的审核，华润微最终拿到

了登陆A股的通行证。

2月27日，华润微以红筹第一股的身份

通过发行股票登陆科创板，自此，A股市场

红筹企业的空白局面被打破。作为红筹第

一股，华润微的上市无疑具有更多的标杆

意义，监管层优先试点风险可控的大型红

筹企业，通过摸清具体回归的操作路径，根

据企业需求和其他部门的相关政策进行调

整，完善监管政策，继续支持红筹企业回归

科创板上市。

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创新试点红

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的公告》，近

日，上交所最新发布《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

创板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通知》。制度铺路

下，红筹企业回归加速。

值得一提的是，九号智能将于6月12日

上会接受审核，若成功获得科创板通行证，

届时，A股将迎来首家发行CDR上市的红

筹企业。

诞生首家特殊表决权公司

2018年小米集团成为港股同股不同

权（特殊表决权）第一股后，A股同股不同

权何时破冰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1月20

日，具有特殊表决权架构的优刻得登陆科

创板，同股不同权第一股亮相A股，A股同

股不同权亦正式破冰。

同股不同权又称为双重股权结构或者

AB股结构。与同股同权中的一股一票不同

的是，同股不同权的公司股票分高、低投票

权两种股票。其中，高投票权的股票每股有

2票至10票的投票权，低投票权的股票每

股有一票甚至没有投票权。

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AB股的安排有

利于创始团队在并不持有公司大部分股份

的情况下，也能够拥有大部分投票权，“但与

此同时，对投资者的保障显得有些不足”。实

际上，此前港交所引入同股不同权也曾引

发市场关于会削弱投资者保护的争议。

科创板允许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制

度加持下，优刻得携特殊表决权架构于

2019年4月闯关科创板。而一路走来，优刻

得上市之路也并不轻松。从进入问询到最

终上会审核，优刻得共经历了上交所的四

轮问询。在最终获得上会前的几轮问询中，

市场关心的优刻得同股不同权涉及的投资

者保护问题曾被上交所重点关注。

在投行人士王骥跃看来，“同股不同权

已经是新经济时代比较普遍的股权结构，

纽交所、纳斯达克、港交所都认可。如果信

息披露到位，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完

善，A股允许股权表决权差异公司上市，是

对实际经济发展创新的尊重”。

A股首只同股不同权股票正式诞生，由

此也翻开资本市场改革的新一页。提及优

刻得作为同股不同权第一股登陆A股，王骥

跃表示：“优刻得能够尝鲜同股不同权，是A

股的一大进步，能够为后续更多的同股不

同权公司上市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尚未盈利企业获准入

科创板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允许符合科

创板定位、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

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泽■制药作为首家登

陆科创板的尚未盈利企业，也一举改变了此

前亏损企业无法在A股上市的局面。

多年以来，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必须

是已经盈利且达到一定盈利规模的公司。

科创板更关注企业的未来发展能力，关注

是否可以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在盈利

标准上较现有板块有了较大幅度的放松。

泽■制药是一家专注于肿瘤、出血及

血液疾病、肝胆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的创

新驱动型新药研发企业。2019年6月，泽■

制药递交招股书，向科创板发起冲击。囿于

创新药研发需要大量资本开支，截至招股

说明书签署日，泽■制药尚未盈利且存在

累计未弥补亏损，泽■制药也成为尚未盈

利即闯关A股中的一员。2019年10月30日，

泽■制药成功过会，成为首家过会的尚未

盈利企业。1月23日，泽■制药顺利上市登

陆科创板，A股历史迎来标志性事件。

“由于研发投入巨大，或者市场培育需

要时间，抑或扩张阶段需要持续投入，很多

优质的科技创新型公司在实现盈亏平衡之

前会持续亏损，但并不妨碍其具有投资价

值和持续经营能力。”在王骥跃看来，允许

尚未盈利的科技创新类公司在境内证券市

场上市，体现了监管理念上的转变，有利于

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借助国内资本市场发

展，又有利于普通投资者分享优质科技创

新企业的成长红利。

不过，王骥跃也补充道：“并不是亏

损公司一定可以在A股上市，而是有投资

价值但暂时亏损的公司可以在A股上市，

有盈利能力只是暂时还没有盈利，投资

者认可。”

如今，泽■制药之后，截至目前，百奥

泰等尚未盈利企业也得以成功登陆科创

板，成为A股一员。

注册制下首单重组“过审”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下的并购重组也已

“破冰”。

科创板开板不足半年之际，科创板第

一并购案于2019年12月6日晚间出炉。彼

时，科创板“001号”华兴源创公布，公司拟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苏州

欧立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拓

展检测设备种类的同时拓展下游应用领域

至可穿戴消费电子。

科创板首单重组预案出炉3个月后，华

兴源创此次重组即在3月27日获得上交所

受理。之后，该重组在4月10日进入问询阶

段。从此次交易问询函来看，上交所着重于

标的资产财务真实性和标的资产对于上市

公司的价值。一个月后，华兴源创于5月14

日对重组问询进行了回复。

5月25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出具了同意华兴源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意见。对此，新华

社报道称，“这也标志着科创板重大资产重

组正式‘破冰’”。

需要指出的是，时间上，从获得受理到

通过上交所审核，科创板首单重组历时不

足2个月。另外，从今年3月9日华兴源创发

布重组草案，到5月25日获得上交所审核通

过，总计耗时78天。“这充分体现了‘科创板

速度’和注册制的市场化核心内涵。”投融

资专家许小恒感叹道。

上交所最新信息显示，作为科创板第

一单，华兴源创此次重组事项已经在6月8

日提交注册。针对此次重组相关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致电华兴源创进行采访，对方电

话未能有人接听。

在北京一位券商人士看来，并购重组

是企业外延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华兴源创

此次重组作为科创板第一单获得上交所同

意，无疑在发挥科创板作为深化资本市场

改革“试验田”方面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自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以

来，科创板运行即将满一周年。在过去的一

年中，科创板板块也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

科创板的个股数量已由最初的25只“星宿

股”扩至108只，标的股扩容3倍多。经统

计，截至6月9日，科创板股的总市值也突破

1.7万亿，其中还诞生了3只千亿市值的个

股。政策红利下，不少企业如愿登陆科创板

之际，亦有29股冲击未果。

成员扩至108家

科创板成员进一步扩充是最明显的变

化之一。

据Wind统计，截至6月9日，科创板个

股数量已有108股。而在2019年7月22日，

彼时科创板首批正式挂牌上市的企业数量

为25家。经计算，截至6月9日，科创板成员

数量已较最初的“星宿股”增逾3倍之多。

从上市时间上看，目前的108只科创板

股，有70只个股为2019年上市，其余38股

均系2020级新生。科创板108只个股中，松

井股份系“股龄”最小的公司。松井股份主

要从事3C行业中的高端消费类电子和乘

用汽车等高端消费品领域的涂料、特种油

墨等新型功能涂层材料生产经营业务，于6

月9日刚刚在科创板上市。德马科技、燕麦

科技分别于6月2日、6月8日上市。

按照所属申万行业进行划分，108股分属

于有色金属、医药生物、通信、食品饮料、农林

牧渔、机械设备、计算机、化工、国防军工、公用

事业、钢铁、电子、电气设备13个领域。

科创板股中，医药生物、计算机领域的

个股平分秋色。经统计，医药生物、计算机

领域的科创板个股数量均为22股。在经济

学家宋清辉看来，作为研发驱动型行业，医

药生物行业符合科创板定位属性。相比于

传统药企，未来布局创新药企将被市场所

认可，价格估值会越来越高。

上交所也曾表示，支持鼓励与疫情防

控相关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相

关企业申请材料齐备的即报即受理，组织

熟悉生物医药行业的专业审核人员集中攻

关、快速审核。

宋清辉认为，持续关注后疫情时代医药

新基建带来的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药及其产

业链、疫苗等投资机会，未来有望持续成为

国家在医药行业重点支持的产业方向。

科创板股中，机械设备领域也占了19

个席位，电子行业的科创板股则有18只。嘉

必优在科创板股中可谓是食品饮料行业中

的“独苗”。

总市值达1.7万亿

随着科创板阵营的不断扩充，科创板

股的总市值也突破万亿。

据Wind统计，截至6月9日收盘，108

只科创板个股的总市值达到约1.7万亿。个

股来看，有45股的总市值超过百亿元，占科

创板股总数量的比例约41.67%。45股中，

传音控股、优刻得、华润微、中国通号等10

股的总市值在300亿元以上。

108只科创板股中，还酝酿了3只千亿

市值的个股。据Wind显示，截至6月9日，金

山办公、中微公司、澜起科技跻身千亿市值

俱乐部。其中，金山办公以1185.92亿元位

居科创板的市值“一哥”，中微公司、澜起科

技分别以1120.38亿元、1027.79亿元位列

第二、第三。

三只市值破千亿的科创板股中，中微

公司、澜起科技为科创板的“星宿股”，金山

办公算是“后起之秀”，于2019年11月18日

上市。

从上市首日的股价表现来看，108股

中，除了建龙微纳上市首日收盘价较发

行价出现下跌外，其余107股上市首日收

盘价均较发行价出现上涨。更有62股上

市首日收盘价较发行价涨幅翻倍，其中

东方生物上市首日收盘价则较发行价涨

近6倍。

根据相关规则，科创板股票上市前5个

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因此上市首日极

易被爆炒。但从区间涨跌幅来看，不少个股

在一波大涨后，股价有所回落。

据Wind显示，上市首日截至6月9日，

有43股的股价呈现上涨，其中金山办公、安

恒信息、中微公司等7股自上市以来截至6

月9日的区间涨幅仍翻倍。

相比之下，其余64只科创板股股价已

经明显回落。据统计，自上市以来截至6月9

日，晶晨股份股价的区间跌幅为61.29%，

中国通号、安博通等5股的区间跌幅在四成

以上。

29家公司无缘科创板

积极备战科创板的公司中，不少公司

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据Wind显示，在科创板IPO审核申报

的企业名单中，以终止审查、终止注册为关

键字进行筛选，发现有29家公司冲击科创

板未果，这29家公司包括安翰科技、世纪空

间、贝斯达、和舰芯片、木瓜移动等。

从公告时间看，木瓜移动于2019年7

月8日变更为终止审核，系最早撤单的企

业。随后，和舰芯片、诺康达分别于2019年

7月23日、2019年7月24日终止了科创板的

IPO申请。

经Wind统计，29家冲击科创板未果的

公司中，有26家审核状态为终止审查。一位

沪上投行人士认为，密集申报科创板，也较

难避免部分低质量项目抢滩，不少公司“撤

材料”和与监管方面的沟通结论有关。某种

程度上，成为监管层从严把控科创板公司

质量的一种非标准化方式。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科创板对企

业的科创属性、核心技术等方面非常重视。

数据的真实完整也是企业通过审核的重要

条件，这反映出监管对科创板拟上市公司

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通过严格审核把好

入口关。

利元亨、世纪空间、博众精工3家公司

则是在注册环节决定终止。

利元亨主要从事智能制造装备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6

月25日，利元亨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获通

过，并于当年6月27日提交注册。不过，

2019年9月24日，利元亨和保荐机构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动要求撤回注册申

请文件。2019年10月16日晚间，证监会官

网发布消息称，决定终止对利元亨发行注

册程序。

北京商报记者从广东证监局官网获

悉，利元亨已于今年4月7日在广东证监局

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再谋上市。针对公司

重启上市的原因、进展等问题，北京商报记

者致电利元亨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未有

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科创板开板一周年大事记

科创板开板

2019年
6月13日

科创板开市

2020年
1月20日

同股不同权
第一股优刻得上市

首家尚未盈利
企业泽璟制药上市

2020年
2月27日

红筹第一股
华润微上市

科创板上市企业满百

2020年
6月8日

科创板首单
重组提交注册

2019年
7月22日

2020年
1月23日

2020年
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