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龙软科技

上声电子

豪森股份

天奈科技

瑞联新材

联赢激光

名称
科融环境

宝通科技

拓新药业

中石科技

永贵电器

兴源环境

收盘价
69.82

32.82

28.50

167.95

101.60

48.29

收盘价
4.12

28.60

45.95

21.02

12.14

3.85

涨幅（%）
20.01

20.00

14.18

13.07

12.73

12.56

涨幅（%）
20.12

20.02

20.01

19.98

19.96

19.94

名称
康希诺

桂东电力

宏盛股份

上海贝岭

麦迪科技

国机汽车

名称
申昊科技

安车检测

国民技术

全志科技

和顺电气

佳沃食品

收盘价
238.67

5.45

18.53

27.08

17.73

6.61

收盘价
38.50

18.00

23.00

60.20

14.45

20.84

跌幅（%）
-10.24

-10.07

-10.00

-10.00

-10.00

-9.95

跌幅（%）
-10.21

-9.41

-9.34

-9.26

-8.89

-8.52

名称
包钢股份

三峡能源

中天科技

紫金矿业

中国能建

中国铝业

名称
汤姆猫

爱康科技

天舟文化

京东方Ａ

铜陵有色

美锦能源

收盘价
2.68

6.96

16.04

10.51

2.21

5.51

收盘价
5.36

4.70

5.54

4.99

3.50

12.02

成交额（万）
385159

377518

531167

305681

64523

151752

成交额（万）
335438

172873

170093

147974

89840

291880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ST顺利

盐湖股份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3.61

4.56

6.37

9.24

12.46

3.79

1.94

28.13

18.90

涨跌幅（%）
+1.12

+3.87

-1.70

+0.65

+2.22

+1.88

+1.57

+4.96

-0.79

成交量（手）
59634

140041

72002

41278

322162

48080

71466

1053239

5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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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北交所设立以来，面对政策的支持和机
构的热情，许多新三板优质企业感受到了“东风”送来的暖意，希望紧
抓机遇，提升竞争力，把增强创新能力列在首位，积极打造行业“隐形
冠军”。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未来北交所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有望形成
专精特新产业集群，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精密制造、新材料、
新产业等“小巨人”集群。

机构热情高涨机构热情高涨

“明后两天都有机构要来公司调研。”曙光数创总经理何继盛日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司明显受到机构关注，是何继盛感受到的北交
所设立带来的变化。尽管曙光数创是一家创新层公司，目前处于精选
层辅导期内，但调研机构仍络绎不绝。

除了曙光数创，还有许多新三板优质企业感受到了北交所“东风”
送来的暖意。不少投资机构开始在新三板企业中寻找投资标的，定增
是它们瞄准的方向之一。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发布定增预案的新三板
公司分别为42家、53家、49家、61家、44家、37家、28家、38家、71家及
82家。11月以来，截至7日，已有51家新三板公司发布定增预案。自
9月2日北交所设立消息发布至11月7日，有200家挂牌公司披露定增
预案，环比增加127家，增幅达174%。

东财 Choice 数据显示，上述 200 家挂牌公司定增预案计划融资
102.02亿元（按募集资金上限计算，下同）。其中，26家公司拟融资在1
亿元及以上，威宁能源以30亿元暂居首位。

此外，北交所的设立还吸引了大型机构布局新三板公司。中金公
司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新三板，我们主要关注
成长性好以及创新能力强的生物医药、电子、节能环保、互联网等行业
相关企业。”

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以前很多企业认为上市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但北交所的设立
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上市渠道，让很多企业看到上市希望。”湖南省
长沙市财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长沙地区中小企业明显
开始关注资本市场，萌生上市想法。对此，长沙市政府相关部门全力
支持。

“我们很早就设立了对口部门，并针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专门
的资金支持。”该负责人说，“去年我们修订了政策，把挂牌精选层的奖
励提高了。以前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给予150万元资金奖励，现在在精
选层挂牌给予300万元奖励，如果上市将再补贴200万元。未来针对
北交所，也会给予相关支持。”

山东省潍坊市在10月初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加快上市的
若干政策》的通知，将对拟在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上市的企业进行
三段补贴，补贴总额高达1400万元。同时，对准备在基础层、创新层
挂牌的公司也有补贴，最高100万元。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告诉记者，对于地方政
府而言，如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创新创效支持，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是
重要工作之一。北交所面向这类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融资、上市平
台，地方政府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引导和政策支
持。比如，从技术、人才和上市奖励等角度，有针对性地鼓励中小企业
在北交所上市，因地制宜形成地方的产业集群特色，最终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

打造打造““隐形冠军隐形冠军””

面对资金的热情、政府的大力支持，新三板企业该如何抓住北交
所设立带来的机遇？打造行业“隐形冠军”是不少企业一致的答案。

某精选层公司董事长认为：“我们不仅要学美国搞大公司，也要学
德国和日本搞‘隐形冠军’，即鼓励发展以创新为主导的专精特新企
业。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要真正提升中国竞争力，增强创新能
力应列在首位。北交所平移精选层的四套上市标准，符合鼓励科技创
新的理念。”

安信证券新三板研究首席分析师诸海滨预计，随着未来北交所上
市公司规模的扩大，有望形成专精特新产业集群，特别是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精密制造、新材料、新产业等“小巨人”集群。

“我们应做好两方面准备，一是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准备，对于还在
发展初期的企业，要加紧人才队伍建设，不然钱来了不知道该怎么用；
二是做好技术储备，中小企业很多处于细分赛道，那就要做好技术积
淀，在资金到来时，可以更深入地发展技术。”精选层公司五新隧装董
事长杨贞柿认为，面对巨大发展机遇，新三板企业需练好内功。

在杨贞柿眼中，不是所有的士兵都能当将军，但每个士兵都有价
值。新三板企业一定要借助此次机遇，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与多层
次资本市场一样，企业也是多层次的。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成世界五
百强，除了大行业、大赛道，小行业、细分赛道对国家发展也十分重
要。在北交所设立契机下，希望更多企业能做起来，成为‘隐形冠军’，
届时我们的经济会更上一层楼。”

新三板企业积极打造隐形冠军
同花顺数据显示，上周 （11

月 1 日至 11 月 5 日），两市共有包
括灿勤科技、万祥科技、恒光股
份等 13 家企业进行网上网下发
行，实际募资额合计为 113.61 亿
元。本周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2
日） 新股发行数量较少，仅有富
佳股份、鸥玛软件、新点软件、
盛美上海、安旭生物和雅创电子
等 6 只新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
66.17亿元。

互联互通方面，上周北向资
金整体小幅净买入，周内合计净
买入 44.14 亿元。其中，沪股通
合计净买入 0.62 亿元，深股通合

计净买入 43.52 亿元。尽管买入
幅度不大，但这已经是北向资金
连续四周保持净买入状态。从活
跃个股情况来看，新能源、大消
费的部分个股周内获北向资金青
睐。同花顺数据显示，周内宁德
时代、中国中免获北向资金净买
入超 15 亿元，汇川技术、恒瑞医
药、贵州茅台、立讯精密、海天
味业等也获北向资金净买入较
多。

融资融券方面，同花顺数据
显示，截至上周四 （11 月 4 日），
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18429.29
亿元。其中，融资余额16972.24亿

元，融券余额1457.05亿元，相比
周初均有所减少。从个券交易来
看，周内隆基股份、宁德时代、
比亚迪、北方稀土等获得融资买
入额较高。

此外，本周将有 54 家公司限
售股陆续解禁，解禁数量为 15.62
亿股。而据同花顺统计，本周合
计解禁市值约为325.46亿元。TCL
科技本周将迎来 5.12 亿股大额解
禁，宇信科技、华策影视、华软
科技解禁数量也在1亿股以上。在
金额方面，迈为股份预计解禁总
市值超过100亿元。

本报综合消息

海关总署 11 月 7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进
出口总值31.67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22.2%，比2019年同期增长
23.4%。10 月，我国出口额为 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20.3%，比2019
年同期增长29%。专家表示，10月
出口再次超出市场预期，第四季
度我国出口增长有支撑。

未来两月出口料环比扩张未来两月出口料环比扩张

“按美元计，我国10月出口同
比增速录得27.1%，高于此前市场
预期 2.9 个百分点。”英大证券研
究所所长郑后成认为，全球宏观
经济持续向好，在数量方面对我
国出口增速形成支撑；10 月大宗
商品指数(CRB)录得58.49%，为近
几个月新高，在价格方面对 10 月
出口增速也形成一定支撑。

对于 10 月当月出口环比增速
出现回落，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
席分析师孙彬彬解释，当前集装
箱价格仍在高位，说明航运紧张
局面仍未充分缓解。不过，10 月
出口环比回落的原因主要是季节
性因素，未来两个月出口仍有环
比扩张的可能。

从出口具体商品看，汽车等
机电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前 10 个
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0.3 万亿
元，同比增长22.4%，占出口总值
的58.9%。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零部件 1.31 万亿元，同比
增长12.1%；手机7165.8亿元，同
比增长 13.3%；汽车 （包括底盘）
1798.7亿元，同比增长111.1%。

贸易结构继续优化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除了规模增长外，前 10 个
月，我国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
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继续增
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
比重提升。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从
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增长、比重提升。前 10 个月，我
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为19.54万亿
元，同比增长25.1%，占外贸总值
的 61.7%，比去年同期提升 1.4 个
百分点。

从 贸 易 伙 伴 看 ， 我 国 对 东
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
进出口额均增长。前 10 个月，我
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增长20.4%，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14.4%；我国与欧
盟贸易总值增长20.4%，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13.7%；中美贸易总值增
长 23.4% ，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
12.5%。同期，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9.3万亿
元，增长23%。

从 参 与 贸 易 的 企 业 结 构 来
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
比重提升，也是前 10 个月货物贸
易亮点之一。前 10 个月，民营企

业 进 出 口 15.31 万 亿 元 ， 增 长
28.1%，占外贸总值的 48.3%，比
去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

高端制造业出口占比料提升高端制造业出口占比料提升

从去年年中以来，中国出口
增速和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在高位
水平，市场对 2022 年出口增长走
势比较关注。专家认为，外需回
落可能会对出口增长形成一定拖
累，但从出口结构看，我国高端
制造业出口占比会有所提高。

“以连续12个月的贸易顺差来
测算，中国顺差已创下历史新
高。”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
师陈健恒说，顺差高企主要是依
赖于海外较为旺盛的消费需求。
近几个月支撑出口增速的因素更
多是价格因素，出口数量增速回
落说明，外需已经开始边际放
缓。2022 年，美国商品消费可能
会因财政补贴退潮、货币政策收
紧以及耐用品需求透支等因素而
逐步回落，从而也会一定程度带
动中国出口增速回落。

从出口结构来看，我国未来
出口仍然会集中在高端制造业，
并且出口占比会相较疫情前有所
提高。此外，我国的轻工业产
品，由于成本低、生产规模性
高，仍会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商
品。

本报综合消息

北向资金连续四周净买入北向资金连续四周净买入

10月出口增速超预期

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记
者潘清）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主
要股指全线反弹，不过涨幅都比
较有限。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91.97 点
微幅高开，早盘窄幅震荡，午后一
度上行升破3500点整数位，可惜
未能站稳，摸高3507.27点后再度
下行，尾盘收报 3498.63 点，较前
一 交 易 日 涨 7.06 点 ，涨 幅 为

0.20%。
深证成指收报 14508.86 点，

涨 46.24 点，涨幅为 0.32%。创业
板 指 数 涨 0.82% ，收 报 3380.29
点 。 科 创 50 指 数 收 报 1400.80
点，涨幅为0.29%。

沪深两市大部分
个股随股指收涨。行
业板块上涨数量明显
较多。机场服务、综

合类、航空公司、酒店餐饮板块涨
幅领先。生物科技、黄酒、食品饮
料、医疗保健板块表现相对较弱。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4220 亿
元和6169亿元，总量不足1.04万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A股主要股指全线收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