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盈利前五的拟IPO公司

证券简称

齐鲁银行

华强方特

如皋银行

宏源药业

圣泉集团

净利润（亿元）

12.09

3.85

2.65

2.45

2.26

同比增长（%）

11

15

16

879

-24

（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亏损前五的拟IPO公司

证券简称

金川科技

君实生物

龙凤山

仁会生物

泽生科技

净利润（亿元）

-4.39

-2.91

-2.03

-0.95

-0.93

同比增长（%）

-486

-4.95

-328.82

-3.83

-18.91

责编：邹锦强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新三板 2019半年报“盈亏榜”揭晓

18家拟IPO公司上半年盈利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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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新三板 2019 年半年报已披露完

毕。 数据显示，近 400 家拟 IPO 的挂

牌公司业绩出现明显分化， 其中近

100 家公司盈利同比增长超过五成，

而正在冲刺科创板的君实生物、仁会

生物、泽生科技等 3 家新药研发公司

则亏损额度较大。

新三板挂牌公司逾

6

成盈利

据全国股转公司官网数据，截至

8 月 30 日， 共计 9024 家挂牌公司按

期完成了 2019 年半年报披露工作。

其中，5893 家新三板公司上半年业绩

盈利，占比为 65.3%，有 50 家公司净

利润超过 1 亿元。

记者统计发现，在这些已披露半

年报的新三板企业中， 钢银电商、金

田铜业和永安期货的营收都在 100

亿元以上，位列营收榜前三。 而盈利

榜上，齐鲁银行、永安期货和东方网

分别以 12.09 亿元、9.13 亿元和 8.03

亿元位居前三。

记者注意到，净利润前十名的企

业中，有超过 5 成是金融类公司。 其

中，东方网算是里面最大“黑马”，净

利润同比暴增 42 倍。

同时， 也有 2600 多家公司的盈

利出现了 50%以上的下滑。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有 12 家公司亏损

超过 1 亿元。 其中，九鼎集团今年上

半年亏损 8.9 亿元，成为“亏损王”，而

去年同期该公司盈利近 6 亿元。 对于

业绩骤变，九鼎集团的解释是“受会

计政策影响”。 据介绍， 九鼎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因期内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出现

亏损直接计入损益，这是导致报告期

内九鼎集团亏损的重要原因。 ST 恒

宝和神州优车紧随其后，今年上半年

亏损额分别为 7.12 亿元和 6.52 亿

元。 ST 恒宝自 2015 年挂牌新三板以

来，就始终处于亏损状态，且亏损额

呈现逐年扩大的态势。 记者统计公开

财务数据发现，截至目前，ST 恒宝亏

损金额超过 52 亿元。 另外，在亏损较

为严重的挂牌公司中， 君实生物、仁

会生物等明星公司也赫然在列。

拟

IPO

公司盈利能力不俗

据资本邦统计， 今年上半年，新

三板中有近 400 家拟 IPO 公司，其业

绩分化明显，有近 100 家公司盈利同

比增长超过五成。东方财富 Choice 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盈利过亿元的拟

IPO 公司有 18 家，包括齐鲁银行、华

强方特、久日新材、金达莱等。

在新三板拟 IPO 企业中，齐鲁银

行、华强方特、如皋银行分别以净利

润 12.09 亿元、3.85 亿元和 2.65 亿元

位列前三。 记者梳理发现，齐鲁银行

于 2015 年 6 月挂牌新三板， 一直以

来都是新三板名副其实的“盈利王”。

据过往财报数据显示，2016 年营收

51.43 亿元， 净利润 16.53 亿元；2017

年营收 54.25 亿元， 净利润 20.26 亿；

2018 年营收 64.02 亿元，净利润 21.52

亿。

公开资料显示， 新三板挂牌期

间， 齐鲁银行在一级市场融资额 85

亿元，仅次于九鼎集团。 2015 年，齐鲁

银行完成了一笔 15 亿元的融资；2016

年通过发行优先股募资 20 亿元；2018

年又完成了一笔 49.99 亿元的融资。

去年 11 月初， 齐鲁银行宣布筹划 A

股 IPO。 今年 6 月 3 日， 齐鲁银行提

交的 IPO 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正

式进入拟上市银行队列。 截至目前，

齐鲁银行总市值 136 亿元，位列新三

板前茅。

净利润增幅方面， 宏源药业、丰

润生物和日兴生物表现最为亮眼，均

超过了 100%。 其中，丰润生物上半年

净利润为 1.2 亿元， 同比增长 218%。

根据公开资料，丰润生物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挂牌新三板， 主营天然猪肠

衣及粗品肝素钠的生产、 加工及销

售。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 6 月 19 日，

丰润生物发布了关于上市辅导备案

的提示性公告。 目前，该公司正在接

受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辅

导期自 2018 年 6 月开始。

另外，正在科创板受理中的久日

新材和金达莱的业绩表现也不俗，今

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8 亿元和

1.2 亿元。 今年 4 月份，金达莱、久日

新材科创板上市申请均获得了受理。

新药研发类公司亏损较大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亏损超过 1 亿元的拟 IPO

企业有 3 家，包括金川科技、君实生

物和龙凤山。 其中，锂电池电极材料

生产商金川科技位居首位，上半年亏

损超过 4.3 亿元。 对此， 金川科技表

示，2019 年上半年钴金属价格延续了

2018 年单边下跌趋势，面对钴价格的

持续下跌， 公司经营形势不容乐观。

而新能源车补贴政策退坡、钴价持续

下滑、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进一步挤

压了产品市场空间，压缩了产品利润

空间。

另外，正在冲刺科创板的君实生

物、仁会生物、泽生科技 3 家新药研

发公司亏损额度较大。 数据显示，君

实生物上半年亏损额为 2.9 亿元，仁

会生物、 泽生科技分别亏损近 1 亿

元。

记者梳理发现，君实生物是一家

创新驱动型生物制药公司，其主营业

务包括新药的研发及相关技术的转

让和服务，新药的生产和销售。 2018

年 12 月 24 日，君实生物在香港成功

上市，成为国内首家“新三板+H”挂

牌落地的生物医药企业。 今年 5 月

初， 君实生物又拟申请科创板上市，

目前正在接受中金公司的辅导。

公开资料显示，仁会生物的研发

主要集中在

内分泌、心

血管和肿瘤

三大领域，

核心产品谊

生泰是中国

糖尿病领域

第一个创新药。 泽生科技

也主要致力于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原创新药开发研

究,公司目前专注于

心血管、 肿瘤和能

量代谢三大治疗领

域。

广证恒生在研报中指出，新药研

发行业具有投入成本巨大、投入时间

长的特点，众多新药研发企业长期难

以实现盈利。 天眼查数据显示，君实

生物在 2018 年净亏损为 7.23 亿元，

同比减少 127.8%；而研发费用同比增

长 95.49%，达 5.38 亿元。与此相同，受

研发费用大增影响，仁会生物和泽生

科技 2018 年也分别亏损 2.17 亿元和

1.47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