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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近日，

科创板迎来开板三周年。 2019年6月13

日，科创板宣布开板；2019年7月22日，科

创板首批25家企业正式上市。截至今年6

月23日，科创板已有上市企业429家，IPO

募资逾6100亿元。 科创板作为我国股票

注册制的首块试验田， 在信息披露、IPO

审核、退市等方面均做出了有效探索，加

快了注册制在我国资本市场全面实施的

步伐。

目前已拥有上市企业

429

家

科创板开板三年， 上市企业成长情

况如何？目前来看，科创板上市企业主要

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

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 智慧芽数据

显示，截至日前，科创板429家上市企业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中， 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 生物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分布的企业数量最多， 分别有161

家、96家和64家。

同花顺数据显示， 目前科创板累计

IPO募资约6111亿元， 总市值约5.11万

亿元。 从IPO募资规模来看， 中芯国际、

百济神州、 中国通号、 晶科能源4家公

司募资上百亿。 从总市值来看， 中芯国

际、 晶科能源、 大全能源、 天合光能、

百济神州位居前5名， 总市值均超过千

亿元。 其中， 中芯国际总市值超过1800

亿元。

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认为， 科创板

设立的初衷是“专注打造中国硬核科

技”， 以实现国内产业链自主可控。 经

过三年的持续赋能， 从整体专利能力的

提升可以清晰看到， 科创板有效推动了

金融资源向硬科技领域聚集， 助力更多

科创企业加速创新、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为中国科技创新积累更多技术优势， 助

推产业升级。

上市企业研发投入普遍较高

同花顺数据显示， 科创板企业研发

投入普遍较高。 2019年~2021年，科创板

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分别为527.4亿

元、668.5亿元及873.28亿元，累计研发投

入金额超2000亿元； 平均每家企业的研

发金额分别为1.23亿元、1.56亿元及2.04

亿元，呈现出逐年增长趋势。

另据智慧芽统计， 从研发投入强度

（指企业研发投入占总营收的比例）来

看， 科创板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达到

了10.3%，是创业板企业

（

4.9%

）

的两倍，

是主板企业

（

1.8%

）

的5倍，整体上展现出

高研发投入的特征。

从行业角度来看， 生物产业和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强

度双双超过10%。 其中，属于生物产业的

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最高， 达到了

22.2%， 约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两

倍。

“科创板开板以来，支持了一批科技

属性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同时， 也印证

了试点注册制的成功。 ”前海开源首席经

济学家杨德龙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科

创板交易制度创新、 询价制度创新以及

做市商制度创新， 对于完善我国资本市

场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

科创板市场个股表现分化

同花顺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有304

家科创板企业上市以来出现不同程度的

涨幅， 其中148只个股区间涨幅超过

100%。 具体来看，2020年5月上市的奥韦

特上市至今累计大涨1038%， 纳微科技、

天奈科技、 东方生物上市以来涨幅均超

过800%。 同时，也有124只科创板个股上

市出现不同程度的破发， 百济神州等10

只个股跌幅超过50%。

“展望未来2~3年，我们认为，科创板

有望迎来战略机遇期， 结构上有更多机

会引领A股新一轮上行周期。 ”金信行业

优选、 金信稳健策略基金经理孔学兵向

信息时报记者表示， 这主要基于以下几

方面考量：首先，便宜是硬道理。 以科创

50指数为例，本轮低点853点对应动态市

盈率31.71倍， 十分接近于创业板历史性

底部2012年585点对应市盈率28倍，目前

估值低于创业板平均市盈率的43倍。 其

次，科创板企业成长性占优、成长空间更

大。 业绩层面，根据兴

业证券统计，2021年全

A股业绩增速17.03%，

其中主板16.33%、创业

板 31.27% 、 科 创 板

51.71%；2022年一季度

全A股业绩增速3.61%，

其中主板4.25%、 创业

板 -13.93% 、 科 创 板

9.44%。 再次，科创板市

值结构更具时代感，更

能体现时代变迁、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素变化。

市值构成中约45%个股属半导体设计与

制造、30%个股属专精特新、25%个股属

生物医药，研发驱动的高端制造业，业绩

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后劲大。 另外，科创

板将于今年7月迎来开市3周年， 首批公

司解禁后流动性改善，持股结构优化；业

务层面上募投项目将陆续达产贡献营

收；超募资金如果运用得当，将助力公司

加杠杆成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

记

者从北交所网站获悉， 截至6月23日，

北交所共计有99家上市公司， 最新上

市的是6月20日登陆北交所的泰德股

份。 而接下来要上市的则是今日上市

的优机股份， 它将成为北交所第100家

上市公司。 在业内看来， 北交所上市

公司破百后进入新量级。 有了上市公

司百家以上的基础， 北交所指数落地

也指日可待了。

北交所上市公司将破百

日前，优机股份公告称，公司将于6

月24日正式登陆北交所，同日从新三板

摘牌。此次IPO，优机股份发行价为7元/

股，发行市盈率为16.48倍，发行数量为

1150万股，募资约8050万元，用于航空

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

心升级建设项目。

北交所官网显示，截至6月23日，北

交所共计有99家上市公司，最新上市的

是6月20日登陆北交所的泰德股份。 优

机股份则将成为北交所第100家上市公

司。

记者梳理发现， 优机股份成立于

2001年， 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专业

从事定制化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的研发、

设计、 制造和销售。 2015年，优机股份

在新三板挂牌；2021年9月28日，优机股

份在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的申请获

受理。

从业绩表现来看，2019年~2021年，

优机股份分别实现营收6.05亿元、5.67

亿元和7.06亿元， 同期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3518.91万元、2946.45万元和4116.03

万元。

北交所网站披露，截至6月23日，除

已上市、已终止公司外，北交所IPO在审

核公司共计68家。 其中处于已受理阶段

的公司29家， 已在问询阶段公司30家，

获北交所上市委审议通过的公司3家，

暂缓审议的公司5家，报送证监会公司1

家。

北交所指数落地指日可待

同花顺数据显示， 在募集资金方

面，目前的99家北交所公司累计首发募

资金额达204.34亿元。 在99个北交所上

市项目中，40家券商承销保荐收入合计

达12.74亿元。

二级市场表现方面， 截至6月23日

收盘，北交所99家公司中，市值最高的

是贝特瑞，达616亿元。 此外，吉林碳谷、

连城数控两股总市值在100亿元以上，

分别为198.10亿元、158.08亿元。

在业内看来， 随着北交所上市公

司破百， 北交所指数落地也指日可待。

资深新三板评论人、 北京南山投资创

始人周运南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 自

精选层成立以来已近2年， 企业上市

100家算正常速度。 随着北交所配套改

革政策逐步完善， 以及新三板分层制

度改后创新层的大规模扩容， 北交所

的企业上市步伐将会加快、 质地也会

越来越好。

“北交所上市公司破百后进入新量

级， 今年底可能上市家数达150家左

右， 而有了百家以上的上市公司基础，

北交所指数落地就指日可待了。” 周运

南表示， 北交所指数推出的关键可能

还是上市公司的基础数量， 乐观预期

北交所指数方案应该在近期可落地。

对于北交所指数编制的特点， 周

运南认为， 北交所服务的都是“更早、

更小、 更新” 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总

市值普遍较小， 波动性较大， 所以在

选择成份股时更要注重代表性， 以及

权重比例设计的合理性。

科创板迎来开板三周年———

上市企业达429家 IPO募资逾6100亿

北交所今日迎来第100家上市公司

IP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