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苑东生物
从新三板转战科创板

根据招股说明书，苑东生物专
注于高端化学药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为西南地区首家通过无菌制剂
新版GMP认证企业，四川省首家
通过原料药新版GMP认证企业，
已拥有3个在产国内首仿产品，2个
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产品。公司产
品聚焦抗肿瘤、糖尿病、心血管、麻
醉镇痛、儿童用药等重大疾病领域。

苑东生物征战资本市场的历
程已久。2016年5月，苑东生物曾
顺利挂牌新三板，并在当年12月
完成了一笔7000万元的融资。该
笔融资完成后，公司估值达17.3亿
元。不过在2017年 2月，苑东生
物发布公告称拟申请终止新三板
挂牌。随后公司便向四川证监局
报送了上市辅导备案材料。直到
2019年 3月，中信证券官网公告
称，苑东生物变更辅导备案事项，
拟申报在科创板上市。

本次冲刺科创板，苑东生物选
择了第一套标准。根据可比上市
公司的估值水平推算，公司预计市
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同时，最
近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99.51
万元且营业收入为7.69亿元，符合
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
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的要求。

在风险方面，苑东生物特别提
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公
司取得的各种政府补助收入分别
为 2607.93 万元、3179.58 万元和
6001.93万元，占公司利润总额的
比重分别为 39.81%、42.70%和
40.46%，因此若未来政府补助政
策发生变动或公司不能满足补助
政策的要求，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长王颖
涉足医药、矿产、投资多个行业

苑东生物的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是一位女企业家。招股说明书

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王
颖 直 接 、间 接 合 计 控 制 公 司
58.1111%的股权，为公司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王颖1965年出生，
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化学专
业，是四川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
新创业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并曾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培训中心客座专家等。职业
履历则显示王颖曾就职于成都康
弘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工业有
限公司等公司。

资料显示，苑东生物现拥有五
家全资子公司，其中，四川青木制
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
和医药中间体的生产和经营，四川
阳光润禾药业有限公司和西藏润
禾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制剂药
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成都硕德药
业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
物城，现正在建设中；成都优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展生物
药品的研发工作。

天眼查显示，苑东生物董事长
王颖与17家企业有股权关联，拥
有实控权的企业共10家，其中1家
经营状态显示为已注销。除苑东
生物以外，王颖目前也是北京阳光
润禾科技有限公司、阿拉善盟宝鑫
康矿产品有限公司、平罗县宝鑫康
商贸有限公司、四川阳光润禾药业
有限公司4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持股比例分别为80%、40%、50%
和46.56%。同时她还在宁夏天智
企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公司持有股份。公司涉及医
药、矿产、投资等多个行业。

创业故事
每一次重大转变总是被逼的

时间倒退到2000年，王颖还
是成都某著名医药生产企业的一
个部门经理，她组织和实施了企业
药品GMP认证工作，使得企业顺
利地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
立以来所签发的全国医药生产企
业第一张GMP认证证书以后，她

接到中国医药工业公司的邀请，到
北京专门从事药品GMP认证的咨
询与培训工作。然而在新岗位仅
仅工作了一年，由于国家开始执行
药品监管与实业分离的政策，王颖
突然陷入职业转变的窘境。没有
退路的王颖，毅然决定以20万元
人民币的资金在北京注册设立了
一家医药企业推进和实施GMP管
理为主营业务的咨询公司，开始走
上了创业道路。

王颖说，她创业初期每一次
重大转变总是被迫的。当咨询
公司经营到2003年，全国药企第
一轮 GMP 认证工作即将结束，
这意味着咨询公司业务量将骤
减，她与行业内朋友合作创立了
一家公司，转型做药品研发、生
产与销售。

此后，一个偶然的场合，王颖
发现了某管制药品的商机，于是立
即行动，很快拿到了该药品的研发
许可批件，并在2004年靠着创业
初期仅剩的资金开始投资药品研
发。起初是在没有专门团队的情
况下，自己负责立项、注册，做项目
管理，委托专业的研究机构做研究
开发，再寻找医药企业委托生产，
以收入分成的方式请专业的药品
营销公司和有经验的医药公司代
理销售。靠着极强的个人资源整
合能力，王颖经历了药品研发、生
产和经营的完整流程，产品的销售
收入所得也成为她再次创业的启
动资金。2006年，王颖在成都注
册成立了成都苑东药业有限公司，
开始组建经营管理团队，开启了药
品研发、生产、销售产业的真正实
质性运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赵雅儒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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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信托等行业
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10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券商信托、交运物
流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51个
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化工行业、电
子元件等行业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6只个股获机构
净买入。

个股提示
同花顺（300033）公司主要业

务是为各类机构客户提供软件产品
和系统维护服务、金融数据服务、智
能推广服务，为个人投资者提供金
融资讯和投资理财分析工具。3日
获机构净买入12772万元。

万集科技（300552）公司是国
内领先的智能交通产品与服务提供
商，为公路交通和城市交通客户提
供动态称重、专用短程通信、激光检
测三大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以
及相关的方案设计、施工安装、软件
开发和维保等相关服务。3日获机
构净买入5083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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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聪再次押中
科创板申请企业

4月3日，上交所披露新受理7家科创
板上市企业申请，分别为成都苑东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紫晶信息存储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龙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紫晶存储王思聪间接持股
继押中第一批科创板申请受理企业

中的安翰科技后，王思聪投资的紫晶存储
也出现在3日最新受理的科创板企业名单
中。交所网站披露了紫晶存储拟科创板
IPO的招股书，王思聪通过普思资产管理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目前，普思资产管理持
股比例4.93%，在公司前十大股东之列。此
外，东方证券、电广传媒、金雷股份、京投发
展等上市公司已间接投资了紫晶存储。

紫晶存储是一家光存储科技企业，面
向大数据时代冷热数据分层存储背景下
的光磁电混合存储的应用需求，以及政
府、军工等领域对自主可控和数据存储安
全提升的需求，开展光存储介质、光存储
设备，以及基于光存储技术的数据智能分
层存储及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研发、设
计、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从2016年到2018年，紫晶存储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1.49亿元、3.13亿元、4.02
亿元；净利润3307.83万元、5363.85万元、
1.05亿元。

三家企业都与信息有关
科创板接受申请以来，计算机、通信

以及软件、信息技术的企业较多，本次也
不例外，资料显示3日受理的7家企业中，
有3家都与信息技术有关。科创板的科
创性正在日益突显。

龙软科技主营业务为以自主研发的
专业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为基础，利用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企业、政
府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乐鑫信息科技
主要从事物联网Wi-Fi MCU通信芯片及
其模组的研发、设计及销售；恒安嘉新主
营业务是向电信运营商、安全主管部门
等政企客户提供信息安全综合解决方案
及服务。 综合证券时报

牛市的氛围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尽管消息面利空导致市场

低开，但市场快速回补当日缺口，并
在金融股的带领下最终强势收高。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107只，跌停3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刷新年
内新高，且日线MACD指标在零轴之
上重新金叉，不过由于假期因素两
市成交环比略有萎缩；60分钟图显
示，沪深股指均重新收复5小时均
线，且60分钟MACD指标保持金叉状
态；从形态来看，正如笔者之前所述

“短暂震荡后市场仍能再次冲高”，
但由于早间沪指最低达到3152点，
上下落差超过1%，因此短期除非暴
力向上突破至3301点，否则稍有缩
量就会造成技术指标背离，因此短
期在3200点一线上下20点继续整固
才是后市强势延续的上策。期指市
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不
大。综合来看，利空缺口被快速消
化，足以凸显当前牛市的氛围，或许
在科创板正式推出前，突破3578点
将不是梦。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21.38元
卖出泰禾集团6.5万股；以20.65元
卖出东方财富5万股；以5.7元加仓
南玻A8万股；以4.94元买入六国化
工 15 万 股 。 目 前 持 有 南 玻 A
（000012）30 万 股 ，龙 大 肉 食
（002726）5万股，立华股份（300761）
1万股，*ST蓝科（601798）10万股，
六国化工（600470）15万股。资金
余 额 5084200.7 元 ，总 净 值
9475200.7元，盈利4637.6%。

周四操作计划：南玻A、龙大肉
食、立华股份、*ST蓝科、六国化工
拟持股待涨，拟关注国企改革“双百
行动”涉及的个股。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3日两大利空消息让银行、白酒两大
白马扎堆板块波动不小，一个是社保基
金减持交通银行2%股份，一个是茅台、
五粮液连续第二天遭外资抛售。银行股
3日低开2%，此后在大盘的带领下，利空
被逐步化解，截至收盘，交行勉强收红涨
0.32%，茅台、五粮液在多次红绿拉锯后，
分别收跌0.65%、0.69%。

外资减持引发白马担忧
中泰证券认为，社保自己选择减持

的原因：调整资产组合。这次拟卖出
2012 年参与配售的股份（不超 14.9 亿
股，当前股价对应93亿市值，占比交行
股本2%），这属于交易盘，6年赚73%，
收益还算不错，未来进行新的资产配
置；剩下的持有12.18%是战略投资、基
础性持股，预计会长期持有（交行拟发
行600亿可转债，社保若不减持，在A
股占比4.78%，需要28.7亿相关资金认
购）。预计社保自身行为与总体金融政
策无关。市场过虑，社保减持交行，是
出于自身资产配置调整需要，同时仍是
交行长期战略投资者；与政策对股市的
态度没有关系。

除了社保减持，本周外资连续减持
大涨白马股也引发了市场担忧。

数据显示，本周一、二，贵州茅台
都是沪股通净卖出第一名，分别净卖
出 6.30 亿元和 5.27 亿元，五粮液周一
遭深股通净卖出 4.92 亿元，周二继续
净卖出2.12亿元，另外洋河股份、恒瑞
医药、中国平安也在本周北向资金净
卖出个股前列，而贵州茅台、五粮液、
中国平安都是在最近股价创出了历史
新高。

近期北向资金对大盘的牵动较为明

显，2日北向资金午盘一度净流入16亿
元，尾盘转为净流出逾4个亿，盘面上A
股在午后也出现一波跳水。

数据显示，北向资金3月份成交额从
2月份的6021亿骤增至1.15万亿元，但3
月份净流买入从2月份的600多亿骤降
至43.56亿。1月份和2月份北向资金的
累计成交额分别只有 3 月的 41%和
52%，但净流入分别达到606亿元和603
亿元。在交易额几乎倍增的情况下，净
买入断崖式下降不排除大涨后北向资金
开始做短线的可能。

此前，中原证券发布研报认为，随
着北向资金流入 A 股市场的量增大，
北向资金成为市场波动不可忽视的一
个因素。以周为考察单位，北向资金
的期间进出毫无规律可言，呈现“N”
型、“W”型、“V”型、“U”型或者其它
形状；但是，北向资金于周内完成一
次波段操作的迹象是可寻的，也值得
深思。

外资布局窗口或再度开启
国盛证券，随着5月MSCI年内第一

次扩容临近，外资布局窗口将在4月再度
开启；虽然在空间和弹性上相对1-2月
较弱，但叠加年报披露，消费板块仍有望
迎来业绩和资金的共振。

光大证券也认为，外资流出主要受
海外市场波动加大影响，二季度美股存
在一定调整压力。但近期陆股通的北向
卖出并不意味着外资就此撤离。之后若
市场继续向好，国内经济和政策面继续
转暖，外部资金作为同步性指标依然会
再次流入。

5月正是MSCI再次扩大纳入比重
的关键时点，从过往经验看，主动配置

资金会提前 1-2 个月流入，依据纳入
因子与跟踪MSCI 资金总量，测算此次
纳入将带来潜在增量资金约1158.9亿人
民币。

记者梳理发现，在近两日不少个股

获北向资金加仓，在持仓金额超过千万
元以上的公司中，近200股北向资金持股
比例（占流通股）创一年新高。上述个股
年内平均涨幅38.16%，共有75股涨幅落
后大盘。 综合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A股无惧两“利空”
外资布局窗口或在4月再度开启

摘帽概念股持续活跃
年报披露渐入高峰，业绩将再

次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个股日趋活跃。近4个交
易日，摘帽概念连续上涨，板块指数
累计涨幅达到16.74%，涨幅排名居
概念题材板块前列。

摘 帽 概 念 指 数 2 日 大 涨
3.17%，排名题材板块涨幅榜第一
位。石化油服、长航油运、宝鼎科
技、宝塔实业、三泰控股等先后涨
停。业绩扭亏的石化油服昨日一字
板涨停。去年公司实现盈利1.42
亿元，结束了连续亏损的局面。

公司表示，业绩扭亏主原因包
括国际油价总体上保持震荡上行，
油服行业整体经营环境进一步改
善，同时职工分流安置政府财政补
助资金、债务重组利得和计提巴西
子公司司法重组支出等。石化油服
于4月2日起复牌交易及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

近期摘帽的还有长航油运、宝
鼎科技、圣莱达、哈空调、中国船舶
等。同样于昨日摘帽的哈空调开盘
直接涨停，随后回落，尾盘收涨
4.62%。哈空调表示，去年公司按
合同约定的产品交货订单大幅增
长，大宗原材料采购价格和外委加
工价格下降，产品毛利率较上年有
所上升，使产品毛利增加，受此影
响，公司去年实现盈利0.21亿元，
同比扭亏为盈。

随着年度业绩陆续出炉，哪些
ST股票有望实现扭亏为盈，并成功
脱星摘帽？数据宝统计显示，根据
年报、快报、预告净利润下限计算，
33只ST股2018年业绩将扭亏为
盈。从盈利金额来看，11只ST股
去年盈利超亿元，包括*ST抚钢、
*ST新能、ST安泰、*ST大唐等。

*ST抚钢盈利金额最高，公司
去年实现盈利26.07亿元，业绩大
幅扭亏主要是由于重整收益非经常
性损益事项所致，影响金额为27.5
亿元至28.5亿元。*ST新能去年实
现盈利10.73亿元，业绩大增主要
是由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将
原有电力、煤炭业务出售，保留盈利
能力较强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以
及盈利能力稳定的电线电缆业务，
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综合证券时报

4月3日，上交所披露新受理7家科创板上市企业申请。至此已有44家公司提交
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其中3家已进入问询阶段。
在3日受理的7家企业中，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列，成为四川首家

申请科创板的受理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药品的研发、生产、营销于一

体的综合性医药企业，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9000万元，现有员工近700人，是依据欧盟和
FDA GMP标准建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四川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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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东生物
跻身科跻身科创板受理名单创板受理名单
7家公司申请科创板上市，截至目前44家已获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