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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 8 月第一周共核发新股 2 家，包括康辰药业、新兴装备 

证监会 8 月第一周共核发新股 2 家——康辰药业（创新型制药企业）、新兴

装备（航空装备制造企业）。 

康辰药业：核心产品“苏灵”系国内血凝酶类止血药细分领域的唯一国家一

类新药，市场地位稳固，丰富的在研新药储备为后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公

司在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5.91 亿元，归母净利润 4.79 亿元，2015-2017 年

营收复合增速、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速分别为 16.37%、56.60%。 

新兴装备：持续增长的军费支出使得军用直升机加速列装，公司作为军用直

升机机载设备唯一供应商充分受益，民用直升机市场扩张或将成为公司业绩

增长新动力。公司在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7 亿元，归母净利润 1.91 亿元， 

2015-2017 年营收复合增速、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速分别为 10.70%、4.97%。 

 

 7 月新股平均开板涨幅 330.9%，较 2018H1（223.1%）明显上升 

2018 年 7 月首发上会审核企业共 22 家，其中 13 家成功过会，过会率 59.1%。

2018 年 1-7 月首发上会审核企业共 140 家，其中 71 家成功过会，过会率

50.7%，1-6 月过会率分别为 36.0%、58.3%、58.3%、57.9%、62.5%、55.6%。

新股开板涨幅方面，2018 年 8 月第一周共开板新股 4 只，分别为芯能科技

（454.9%）、明德生物（347.4%）、密尔克卫（346.2%）、长飞光纤（129.6%），

平均开板涨幅约 319.5%。2018 年 7 月共开板新股 9 只，平均开板涨幅约

330.9%，较 2018H1 约 223.1%的开板涨幅大幅上升。 

 

 新时代中小盘次新股重点跟踪组合 

目前新股评级我们采用主观的综合评分制。项目包括：股东结构、历史沿革、

业务和技术、财务会计、募投项目、投资故事等，对于业务和技术，细项包

括：行业给予企业的发展空间、企业相对对手的领先概率、核心产业环节的

定价能力、生命周期决定的企业空间等。各项的权重是不同的。需要特别说

明两点：（1）主观的评价体系——选择基准是难题，就好像评判年复合增长

多少才算牛股是一样的。（2）新股评级不包含股价评判。 

 

新时代证券中小盘次新股重点跟踪组合，包括：锐科激光（高功率光纤激光

器深度渗透高端制造领域，龙头企业抢先布局国产替代格局）、爱婴室（稀

缺的母婴用品连锁零售商，成熟门店网络与增值服务造就区域龙头）、好太

太（智能晾衣架行业龙头，受益家居智能化浪潮）、透景生命（肿瘤诊断龙

头崛起，技术优势显著）、亿联网络（进口替代，高端 SIP 话机、VCS 系统

双轮驱动）、御家汇（“互联网+护肤品”优质企业，借力电商渠道根植本土化

妆品市场沃土）、深信服（信息安全建设多领域推进，云计算业务增长可期）、

基蛋生物（POCT 龙头，受益分级诊断政策落地效果显著）、麦格米特（电

控产品供应商，多领域收购推进电气自动化全布局）。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风险、新股发行制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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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次新股指数累计收益率 8 月第一周下降 5.18% 

图 1：深次新股指数累计收益率 8 月第一周下降 5.18%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 1：2018 年 8 月第一周开板新股 4 只，开板涨幅 319.51%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上市日期 开板日 首发价格（元） 开板价格（元） 
未开板涨停板天数

（天） 
破板涨幅（%） 

603105.SH 芯能科技 2018-07-09 2018-07-30 4.83 26.80 15 454.87% 

002932.SZ 明德生物 2018-07-10 2018-07-30 20.45 91.49 14 347.38% 

603713.SH 密尔克卫 2018-07-13 2018-07-31 11.27 50.29 12 346.23% 

601869.SH 长飞光纤 2018-07-20 2018-07-31 26.71 61.32 7 129.58% 

     均值 12 319.51%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注：“未开板涨停天数”不计上市首日。 

表 2：本批次新股 2015-2017 年盈利指标及百分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近 3 年平均

毛利率（%） 
百分位 

2017 年营业

收入（亿元） 
百分位 

近 3 年营业总收

入复合年增长率 
百分位 

近3年归母净利

润复合增长率 
百分位 

ROE

均值 
百分位 

603590.SH 康辰药业 90.64% 1% 5.91 68% 16.37% 50% 56.60% 14% 28.60% 10% 

002933.SZ 新兴装备 72.26% 5% 3.07 91% 10.70% 65% 4.97% 70% 16.40% 55%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注：百分位指公司相应指标在近 1 年首发上市所有公司相应指标中的百分位。 

表 3：新时代中小盘次新股重点跟踪组合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当前价格（元） 市盈率（TTM） 核心看点 

300747.SZ 锐科激光 168.51 78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深度渗透高端制造领域，龙头企业抢先布局国产替代格局 

603214.SH 爱婴室 52.72 55 稀缺的母婴用品连锁零售商，成熟门店网络与增值服务造就区域龙头 

603848.SH 好太太 18.45 33 智能晾衣架行业龙头，受益家居智能化浪潮 

300642.SZ 透景生命 45.87 33 肿瘤诊断龙头崛起，技术优势显著 

300628.SZ 亿联网络 60.35 28 进口替代，高端 SIP 话机、VCS 系统双轮驱动 

300740.SZ 御家汇 29.91 50 “互联网+护肤品”优质企业，借力电商渠道根植本土化妆品市场沃土 

300454.SZ 深信服 92.00 58 信息安全建设多领域推进，云计算业务增长可期 

603387.SH 基蛋生物 44.67 38 POCT 龙头，受益分级诊断政策落地效果显著 

002851.SZ 麦格米特 25.55 55 电控产品供应商，多领域收购推进电气自动化全布局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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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辰药业（603590.SH） 

2.1、 标的业务背景及市场地位 

公司系以新药创制为特色的创新型制药企业，主要产品为临床止血药物“苏灵”（注

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其上市后三年销售额即跃居国内血凝酶制剂市场首位。此

外，公司在研创新药品包含 CX1003、CX1026、CX1409 及“迪奥”（注射用盐酸洛

拉曲克）等。 

图 2：业绩风向标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 4：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达成后贡献 

创新药研发及靶向抗肿瘤药物创新平

台建设项目 
90,277.00 

项目达成后将构建一套完善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研发体

系和成果产业化系统，提高公司新药研发效率和效果，改善公

司产品结构及功能，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20,000.00 
本项目能够有效配合市场需求及公司产能扩张，增强市场推广

力度，扩大销售网络辐射范围，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盐酸洛拉曲克原料药产能建设项目 17,600.00 

项目主要为公司在研新药“迪奥”及其他在研国家一类抗肿瘤

新药提供原料药，能够有效增强盈利能力，优化收入结构，为

公司未来产业化进程加速奠定基础。 

国家一类新药尖吻蝮蛇血凝酶新增生

产线项目 
5,700.00 

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有效扩大核心产品“苏灵”产能，进一步巩

固其市场领先地位。该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88.3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后将有效提升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改善财务结

构，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合计 163,577.00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 5：行业横观（2015-2017） 

 

近 3 年营业收入年

均复合增速（%） 
毛利率（%） 净利率（%） ROE（%） 

康弘药业 15.90 90.34 23.12 18.18 

恒瑞医药 21.87 86.63 23.80 20.93 

丽珠集团 13.51 63.86 52.60 41.11 

贝达药业 5.93 95.74 24.43 12.56 

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4.36 亿元、3.46 亿元、5.91 亿元，其变动主要受政策、

市场环境和公司市场开拓力度影响。除 2015 年存在少

量技术开发服务及宣传物料收入外，公司营业收入全部

来自于核心产品“苏灵”的销售。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95 亿元、1.92 亿元、

4.79 亿元。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公司销售毛利率

分别为 90.55%、88.97%、92.39%，报告期内维持在较

高水平，其 2017 年的增长系“两票制”政策在全国落

地较多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依次为

28.58%、21.91%、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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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30 84.14 30.99 23.20 

康辰药业 16.37 92.39 81.08 35.33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2、 亮点解读 

核心产品“苏灵”市场地位稳固，丰富的在研新药储备保障后续发展动力。2015-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核心产品“苏灵”（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该

产品于 2009 年上市，是目前国内血凝酶类止血药细分领域的唯一国家一类新药，

在定价、招标等方面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其毛利率始终在 90%以上。随

着“两票制”在全国范围落地，药品流通环节得以有效整合，公司主动适应市场变

化将结算价格较高的配送经销商占比从 2016 年的 34.51%提升至 2018 年 1-6 月的

97.06%，对应药品结算单价由 131.52 元/盒上升至 288.01 元/盒，2017 年销售净利

率高达 81.08%。 

“苏灵”在安全性、有效性方面具备显著优势，适应症相对广泛，具备较高的临床

应用前景和市场地位。2012-2016 年，“苏灵”的终端销售额连续五年在细分市场排

名第一，市场占有率近 40%。2017 年，“苏灵”覆盖的终端医院已多达 2300 家，

其中 1000 家为三级医院。另外，“苏灵”的氨基酸全序列核心专利的保护期至 2029

年，在此期间内不会有对应的仿制药上市；同时，国内血凝酶制剂市场销售额从

2009 年 16.00 亿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36.92 亿元，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且近年来该

领域并无重大科研进展，短期内“苏灵”的市场地位不会受到过大冲击。此外，公

司在研新药储备丰富，包含 4 个国家一类新药、1 个中药五类新药及 2 个仿制药，

涉及病种涵盖恶性肿瘤、血液、妇科等现代社会常见疾病。公司在研新药可通过复

制“苏灵”模式快速推向市场，充分保障公司后续发展动力。 

2.3、 行业大观 

产业链全景：上游基础原料影响药品品质，下游流通环节整合提高产销效率。医药

行业上游为能源、生物养殖、化工等行业，下游为医药流通行业、医院、零售药店

市场及终端患者。公司核心产品“苏灵”为生物提取制剂，蛇毒是该产品的重要基

础原料，能够对药品品质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蛇毒原料市场供给充分，毒蛇养

殖、人工采集成本的波动范围不大，原料质量随技术进步亦有所提升。下游方面，

医院药品市场和医药流通行业在药品产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7 年以来，“两票

制”的全面落地减少了流通环节，医药流通行业集中度相应提高，药价虚高问题有

所缓解，药品的产销效率得以有效改善。 

行业趋势：创新药兼具稀缺性、科学性、独占性，增长强劲。现阶段，我国创新药

兼具稀缺性、科学性、独占性，其在研发过程技术门槛较高，一旦上市即能以其稀

缺性优势迅速匹配临床需求占领市场。除此之外，创新药在全球范围内享有 20 年

专利保护期，所构建的强大产品护城河可在较长时间内保证产品的高议价能力。我

国已上市的创新药如丁苯酞（石药集团）、异甘草酸镁（正大天晴）等在上市十年

后依旧保持了高增速，体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据 IMS 预计，我国药

政改革下创新药在 2021 年有望攫取 15%的份额，到 2026 年市场份额有望提升至

30%。 

市场容量：技术进步释放止血药需求，血凝酶制剂应用最为广泛。止血药可抑制患

者体内外出血，年需求患者数在 900 万人以上，在临床应用中具备重大意义。受益

于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物工程药物的快速迭代，我国止血药市场销售额增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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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计，2009-2016 年该市场年复合增速高达 14.05%，2016

年销售规模达到了 73.36 亿元。血凝酶药物因对手术部位、手术术式限制较小，临

床应用最为广泛。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我国血凝酶制剂市场销售额从 2009 年

的 16.00 亿元迅速提升至 2016 年的 36.92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2.68%。 

3、 新兴装备（002933.SZ） 

3.1、 标的业务背景及市场地位 

公司系以伺服控制技术为核心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

产业。公司主营产品包括机载悬挂/发射装臵（74%）、军用自主可控计算机（20%）、

飞机信息管理与记录系统（2%）、综合测试与保障系统（2%）、技术服务及其他业

务（2%）等。 

图 3：业绩风向标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 6：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达成后贡献 

新型航空装备制造产业化建设项目  31433.00 

项目建设完成后年均新增营业收入为 34159.50 万元，年均净

利润预计为 9275.30 万元，项目所得税前内部收益率 28.14%，

投资回收期为 4.2 年（不含建设期）。项目能够满足快速增长

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生产的核心检测能力和管理水平，有助

于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200.00 
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水平，以满足用户不断升

级的需求，能够帮助其开拓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对公司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具备积极的作用。 

合计 57633.00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 7：行业横观（2015-2017） 

 

近 3 年营业收入年

均复合增速（%） 
毛利率（%） 净利率（%） ROE（%） 

天和防务 113.24 45.71 21.73 5.73 

航新科技 7.11 42.75 14.00 7.39 

安达维尔 18.87 53.67 20.42 9.34 

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2.50

亿元、2.54 亿元、3.0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率分别

为 26.56%、1.54%、20.68%，主要系销量变动影响。

2017 年军用自主可控计算机产品开始实现收入，故该

年增速较快。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公司归母净

利润为 1.06 亿元、1.11 亿元、1.17 亿元，呈稳步增长

态势。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公司销售毛利率分

别为 74.32%、74.50%、67.96%，2017 年毛利率下降

系毛利率较低的新产品军用自主可控计算机收入金

额较大所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公司净资产

收益率分别为 17.67%、16.28%、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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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嘉微 13.04 78.78 38.80 11.91 

合计 38.06 55.23 23.74 8.59 

新兴装备 10.70 67.96 38.02 15.24 

数据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2、 亮点解读 

军用直升机机载设备唯一供应商，民用直升机市场扩张或将成为公司业绩增长新动

力。公司为我国军机之挂架随动系统、炮塔随动系统、雷达天线收放装臵等机载设

备的唯一供应商。依靠多年的科研累积沉淀和在机载设备上的技术领先优势，公司

机载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陆、海、空和武警部队，遍布五大战区部队，覆盖武装直

升机、舰载直升机、特种飞机、无人机等机载平台。根据《World Air Forces 2017》，

目前我国军用直升机的数量增已达到 809 架，但与美国的 5758 架和俄罗斯 1360 架

的发展水平仍有巨大差距，当前直升机规模与我国军方战略需求不匹配，未来我国

军费在直升机规模上投入的增加将带动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公司产品同样适用于民

用直升机。我国民用直升机市场现仍处于起步阶段，根据 Rotorspot，我国目前仅

拥有 999 架民用直升机，仅为美国民用直升机数量的 7%，俄罗斯的 35.61%和加拿

大的 37.98%。未来，随着国内民用直升机应用领域的扩张，民用直升机数量有望

快速增长，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新动力。 

3.3、 行业大观 

产业链全景：上游电子元器件厂商竞争充分，下游直升机制造商主要依靠军方订单。

公司所处行业为航空装备之机载设备行业，其上游行业主要是电子元器件和机械加

工行业，下游行业为直升机制造业。上游电子元器件厂商数量较多，市场竞争激烈，

供应相对充足，但随着人力成本、房屋租金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上游行业成

本有上扬趋势。下游直升机制造商主要供应军方，其产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

影响较小，但其销售对军方计划和预算有较高的相关性。 

行业趋势：军用直升机需求强劲，民用直升机市场未来进入高速发展期。通过自主

研发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我国军用直升机技术有巨大突破，为多种型号直升机提供

加速列装的条件。另外，我国军用直升机保有量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较低，远不及

我国长期的战略需求。随着我国军费开支的增加，直升机越来越受到重视，未来刚

性需求强劲。而我国民用直升机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水平与我国人口数量和

经济水平不匹配，拥有巨大发展空间。未来，我国低空飞行领域的逐步开放将为民

用直升机市场提供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市场容量：国内军用、民用直升机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根据《World Air Forces 

2017》，近年来，我国军用直升机的数量增长迅速，总数达到 809 架，但与美国的

5758 架和俄罗斯 1360 架的发展水平仍有巨大差距，与当前我国的军方战略需求不

匹配，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民用直升机市场方面，根据 Rotorspot 的统计，2017

年全球民用注册直升机超过 4 万架，其中美国得益于其积极的通用航空政策，民用

直升机数量高达 13982 架，之后分别为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数量均超过

2000 架，而中国民用直升机保有量仅为 999 架。目前国内直升机发展水平与人口

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未来伴随国内航空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民用直升机的

市场空间将逐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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