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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A股密集扫货 6月拟入主13家公司

打新盛宴倒计时 精选层首批公司发行价出炉

国资入主潮再起

6月以来，国资欲接盘上市公司的消息不

断。经Wind不完全统计，今年6月已有13家上

市公司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接盘方为国资。

6月29日，海默科技披露公告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窦剑文和公司股东张立

刚正在筹划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事宜，将

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若交易完成，甘肃省国

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股票于6月

29日起停牌。而在海默科技之前，海越能源、

德宏股份、万马股份、平治信息、孚日股份、赛

摩智能、金智科技、*ST华塑、博天环境、北京
科锐、奇信股份、中来股份12家上市公司均在

今年6月披露过控制权拟变更的公告，国资欲

入主。

孚日股份在6月18日披露称，公司控股股

东孚日控股与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荣实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孚日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18.72%的股份

转让给华荣实业，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12.75

亿元。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正式完成后，孚日股

份控制权将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华

荣实业，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高密市国有资

产运营中心。

德宏股份则在6月15日披露称，公司控股

股东张元园与宁波市镇海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镇海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

议》，张元园拟转让29.99%名下股权给镇海投

资，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宁

波市镇海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

整体来看，今年1-5月国资欲接盘上市公

司的数量分别有9家、5家、9家、7家、7家，今年

6月创出了年内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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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在今年疫情冲击下，部分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压力较大，很多上市公司亟需国资“输血”以

渡过难关。

近七成系外省国资接盘

此次国资入主潮呈现了一个新特点，即

异地收购，13家企业中有9家系外省国资接

盘，占比69.23%。

除了孚日股份、德宏股份、平治信息、海

默科技4家企业之外，剩余万马股份、北京科

锐、奇信股份等9家上市公司均系外省国资接

盘。诸如，万马股份在6月11日披露公告称，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交易完成后，青岛西

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成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资料显示，万马股份是国内拥有成熟线

缆产业链的“综合线缆供应商”，公司产品主

要包括电力电缆、防火耐火电缆、特种电缆等

系列产品，是浙江省上市公司。

奇信股份在6月22日披露称，公司控股股

东智大控股及其关联人叶秀冬与新余市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投控”）签

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完成后，

新余投控将持有公司29.99%的股份，公司控

股股东将变更为新余投控，实际控制人将变

更为新余市国资委。据了解，奇信股份系广东

省上市公司，而新余市系江西省下辖市。

就上述9股的地区分布来看，注册地为浙

江省的有万马股份、海越能源2股；注册地在

江苏省的有中来股份、金智科技、赛摩智能3

股；注册地在四川省的有*ST华塑1股。不难
看出，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备受国资欢迎。

知名投行人士王骥跃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各地国有资本都有证券化的

需求，以长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区域上市

公司成为了这轮国资“抢食”的重要区域。

低市值股受青睐

纵观国资接盘的上市公司，低市值似乎

成为了“标配”。经Wind统计，截至6月29日收

盘，13股中*ST华塑、海默科技、德宏股份、博
天环境、北京科锐等10股总市值均在50亿元

以下，低市值股占比达76.92%。数据显示，

*ST华塑总市值“垫底”，仅13.29亿元；其次，
海默科技总市值14.93亿元；赛摩智能、德宏

股份、博天环境、北京科锐总市值也均低于30

亿元，分别约为22.69亿元、23.38亿元、28.53

亿元、28.58亿元。

在上述13股中，总市值最高的系万马股

份，截至6月29日收盘，公司最新总市值

73.31亿元。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

电万马股份方面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

接听。

股价方面，13股中平治信息股价最高，截至

6月29日收盘，公司最新股价为45.36元/股；*ST
华塑股价最低，仅为1.61元/股；海默科技、赛摩

智能最新股价分别为3.88元/股、4.21元/股。

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对于国资而言，获取低市值上市公司控

制权的成本较小，这就导致低市值股成为国

资选择的热门标的。

经营业绩方面，2019年博天环境、赛摩智

能、*ST华塑3股处于亏损状态，在报告期内实
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7.21亿元、-2.03亿

元、-1.3亿元。剩余海默科技、德宏股份、孚日

股份等10股2019年均盈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3只亏损股中，赛摩智

能、*ST华塑均在2018年就已亏损，两股目前
均已连亏。

在今年一季度则有万马股份、北京科锐、

博天环境、奇信股份等8股亏损，其中万马股

份亏损额最高，为-0.9亿元；孚日股份、平治

信息、海越能源、德宏股份、金智科技5股则处

于盈利状态。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北京商报讯（记者 高萍）首批启动新三板
精选层公开发行的两家公司发行价格敲定。6

月29日晚间，颖泰生物（833819）、艾融软件

（830799）双双发布关于发行价格确定的公告。

其中，颖泰生物发行价格确定为5.45元/股，艾

融软件发行价格确定为25.18元/股。

根据颖泰生物披露的公告，初步询价期

间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998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1158个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

报价信息，报价区间为0.01-30元/ 股，拟申

购数量总和为245977.21万股。最终，颖泰

生物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

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

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45元/ 股。

从数据来看，按照2019年扣非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每股收益计算，颖泰生物此发行价格对应

的市盈率为24.77倍。

另外，艾融软件的发行价格确定为25.18

元/股，按照2019年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每股收益计

算，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49.31倍。

据了解，6月12日，颖泰生物和艾融软件

两家挂牌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率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两家

企业均于6月17日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了发

行与承销方案，经全国股转公司备案后，正式

启动股票公开发行与承销。

作为首批启动精选层公开发行的两家公

司，颖泰生物、艾融软件均在6月23日-24日进

行初步询价。其中，颖泰生物本次发行底价为

4.75元/ 股，艾融软件本次发行价格区间为

16-45元/股。颖泰生物和艾融软件此次公开

发行均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开通新三

板精选层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数据显示，颖泰生物此次公开发行拟发

行股票1亿股；艾融软件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880万股股票。其中，颖泰生物此

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54500万元，艾

融软件此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22158.4万元。

随着发行价格的确定，距离投资者迎来

新三板精选层打新“盛宴”也越来越近。根据

安排，颖泰生物、艾融软件两家公司公开发行

网下、网上申购时间均为7月1日。需要指出的

是，投资者在申购时需全额缴付申购资金。

根据公告，颖泰生物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30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3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颖

泰生物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00万股，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2800万股。艾融软件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亦相同。艾融软件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76万股。另外，艾

融软件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492.8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211.2万股。

新三板精选层开启打新时代，投资者赚钱

效应如何无疑备受关注。安信证券新三板首

席分析师诸海滨在全国股转公司主办的“新

三板精选层公开发行与投资价值前瞻云峰

会”上曾表示，首批打新收益可观，建议积极

参与。诸海滨认为，中性假设下精选层首批公

司打新收益率或在1%-2%，年化在4%-8%

之间。新鼎资本董事长张驰表示，新三板投资

机会很大，建议深入研究，投资熟悉的产业和

企业。

据了解，颖泰生物在2015年挂牌，隶属于

化学农药制造业行业，是一家主要从事农药

原药、中间体及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GLP技术服务的企业。艾融软件于2014年6

月挂牌新三板，隶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行业，是一家向金融机构提供深度

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的计算机科技公司。

针对此次公开发行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致电颖泰生物和艾融软件进行采访，但

对方电话均未能有人接听。

证监会回应了将向银行发放券商
牌照的市场传言，这一事件的可信度再
度提高，假如今后银行真的获得了券商
牌照，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将会有四
项可能的好处。

第一，银证通可能会重现。炒股时
间较长的投资者或许经历过一种特殊
的炒股方式，即银证通。银证通就是投
资者没有资金账户，资金账户直接使用
银行借记卡账户， 投资者买入股票时，
券商从银行账户里直接划款，卖出股票
后，资金直接回到银行账户。这样操作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投资者在当天卖
出股票结算后就能取钱。例如春节长假
前的最后一天，投资者卖出股票后就能
取钱，然后把钱用于过年或者给孩子压
岁钱。如果是普通证券账户，投资者则
需要提前一天卖出股票，然后再等一天
才能取钱。如果今后银行有了自己的券
商牌照，银证通这种资金管理方式有可
能会重新出现。

第二，融资利息可能会下降。券商
的两融业务，资金来源要么为券商自有
资金， 要么是券商融资获得的资金，其
资金成本明显高于银行系统。今后银行
有了自己的券商牌照，大量的廉价资金
将能用于融资业务， 例如理财产品资
金、银行间市场资金等，都将会大幅降
低银行系券商的资金成本，融资利率也
会大幅下降，这对股民也是实实在在的
好处。

第三，大量理财资金可能会流入股
市。 理财产品的投资去向将会更加丰
富， 银行自己的券商肯定会优先获得

银行的支持， 大量的理财资金可能会
进入券商的很多理财计划， 包括但不
限于申购新股、投资可转债、投资科创
板、新三板等领域，这不仅给股市带来
了新的资金支持， 同时也能让投资者
的投资渠道更加丰富， 这对投资者来
说也是一件好事。

第四， 股票质押贷款可能会大发
展。银行最大的业务就是放贷，只要有
抵押物， 合规的业务就能大幅发展，而
股票质押贷款显然是合规的，而持有股
票的投资者有很强的质押需求，银行又
有放贷需求，干柴烈火之下，股票质押
贷款将能获得长足发展。

所以本栏说，如果银行能够获得券
商牌照，将对券商行业的发展构成非常
正面的促进作用，而非银行系的券商为
了在竞争中不被淘汰，也会主动与银行
系统合作，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获得与
银行系券商同等的待遇，或直接寻求银
行控股或者参股。

总之，本栏认为这对于投资者和资
本市场来说，都是一件很大的好事。

当然， 融券业务也有可能因此获
得一定的松动。 假如某上市银行获得
了券商牌照， 那么这家银行将有可能
让大股东提供一定的股票给券商客户
进行融券使用。 现在融券业务发展的
最大瓶颈就是缺乏券源， 银行股作为
超级大蓝筹股， 其出借方并不会有太
大的风险， 但如果银行股率先提供了
券源，未来保险股、券商股也有可能提
供券源， 那么未来的融券业务也有可
能会逐渐繁荣起来。

◆颖泰生物、艾融软件公开发行概况一览◆

拟发行数量（万股）

10000

880

公司名称

颖泰生物

艾融软件

定价方式

询价

询价

发行市盈率

24.77倍

49.31倍

发行价格

5.45元/股

25.18元/股

6月国资欲入主部分A股上市公司情况一览

海默科技
注册地：甘肃省

接盘方：甘肃省国资委
披露日期：6月29日

万马股份
注册地：浙江省

接盘方：青岛西海岸新区
国有资产管理局
披露日期：6月11日

北京科锐
注册地：北京市

接盘方：重庆市璧山区
财政局

披露日期：6月17日

奇信股份
注册地：广东省

接盘方：新余市国资委
披露日期：6月22日

赛摩智能
注册地：江苏省

接盘方：洛阳市国资委
披露日期：6月6日

随着海默科技（300084）被国资加入“购物车”，国资6月“相中”的上市公司再添一

家。经Wind不完全统计，6月以来已有13家上市公司宣布国资拟入主。值得一提的是，在

这一波国资入主潮中，呈现了异地国资接盘的新特点，13股中有万马股份、北京科锐等9

股被外省国资“抢食”。另外，从上述国资欲入主的案例来看，低市值股颇受国资喜爱，13

股中有10股总市值不足5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