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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

◆导报记者 段海涛 济南报道

11月17日，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委2022年第66次审议会议结果显示，

青岛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三祥科技”)符合发行条件、上市

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这意味着，三

祥科技北交所IPO成功过会，有望成

为A股“制动管总成第一股”。

经济导报记者通过Wind统计发

现，近一个月内，山东有三家企业

IPO成功过会。除了三祥科技外，青岛

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雷神科

技”)、歌尔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歌尔微”)也顺利过关。尤其引人瞩目

的是，这三家企业都位于青岛。而自8

月下旬至今，山东企业A股上市情况

喜人，共有10家公司成功登陆A股。

制动管总成第一股

招股说明书(上会稿)显示，成立

于2003年4月的三祥科技位于青岛市

黄岛区王台镇，注册资本8380万元，

2014年10月16日在新三板挂牌。2022年

6月27日，三祥科技北交所IPO申报材

料被受理，7月19日被问询，到11月17

日成功过会，过程堪称一帆风顺。

据披露，三祥科技主要产品包括

制动系统软管及总成、动力转向系统

软管及总成、汽车空调系统软管以及

加油口管等，销售区域覆盖北美、欧

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通

用汽车、上汽通用、吉利汽车、长安

汽车、比亚迪、东风日产、江门大长

江等优质主机厂均为其客户。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三祥科技

在细分行业优势明显，2011年至2020

年，公司的液压制动橡胶软管系列产

品连续十年被评为国内同行业企业产

量排名第一，并先后被评定为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省第六批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车用液压制动

橡胶软管及总成)、2022年山东省瞪

羚企业，截至2022年6月30日拥有134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3项。

财务数据显示，2019-2021年，

三祥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52602 . 15万

元、56688 . 06万元、61242 . 65万元，净利

润分别为3598 . 31万元、4546 . 36万元、

8177 . 95万元。2022年上半年，三祥科技

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32405 . 48、3247 . 15

万元。上述报告期内，三祥科技毛利率

分别为 3 2 . 9 5 %、3 1 . 0 2 %、3 0 . 9 3 %、

29 . 31%，总体维持较高水平的同时，也

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按照计划，三祥科技此次拟发行

不超过1423 . 00万股(未考虑超额配售

选择权的情况下 )，发行价不低于

11 . 00元/股，募集资金中，13500 . 95

万元用于汽车管路系统制造技术改造

项目，45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近三个月10家鲁企A股上市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三祥科

技之前，雷神科技于1 0月2 8日通过

北交所 IPO审核，歌尔微则于10月

19日在创业板顺利过会。

资料显示，雷神科技是海尔集

团旗下企业，成立于2014年，主要

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外

设及周边 ( 包括显示器、键盘、鼠

标、耳机等)，自设立以来，公司笔记

本电脑及台式机产品销量已突破

2 0 0万台。2 0 2 0年度，公司在国内电

竞笔记本电脑及台式机市场的销量

份额达到8 . 87%，位列第三，仅次于联

想、戴尔。

招股书显示，雷神科技此次拟

发行不超过1666 . 67万股 (不考虑超

额 配售选 择 权 ) ， 发 行 价 不 低 于

32 . 00元/股，募集资金将用于品牌

升级及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产

品开发设计中心建设及硬件产品开

发设计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

流动资金。

歌尔微为歌尔股份旗下公司，是

MEMS领域全球领先企业。根据Yole

的数据，2019-2021年歌尔微MEMS产

品销售额在全球MEMS厂商中排名分

别为第9名、第6名和第8名，是上榜

全球MEMS厂商十强中唯一一家中国

企业；2020年，公司MEMS声学传感

器市场份额达32%，首次超过楼氏位

居全球第一。据悉，歌尔微MEMS声

学传感器主要终端客户包括苹果、荣

耀、小米、OPPO、vivo、三星、索

尼、谷歌、亚马逊、微软、哈曼、法

雷奥等，并与Meta、蔚来等客户建

立了业务关系。

按照计划，歌尔微拟公开发行不

超过7937 . 00万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

权前)，拟募集资金31 . 91亿元，分别

用于智能传感器微系统模组研发和扩

产项目(一期)、MEMS传感器芯片及

模组研发和扩产项目、MEMS MIC

及模组产品升级项目。

相比于IPO过会情况，山东企业

自8月下旬以来的A股上市情况更加

喜人，有10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分

别为联合化学 ( 3 01209 .SZ )、新巨丰

(301296 .SZ)、胜通能源(001331 .SZ)、嘉

华股份 ( 6 0 3 1 8 2 . S H ) 、科捷智能

(688455 .SH)、德邦科技(688035 .SH)、

海能技术 ( 4 3 0 4 7 6 . B J )、邦基科技

(603151 .SH)、卓创资讯(301299 .SZ)、

三柏硕(001300 .SZ)，其中主板4家、创

业板3家、科创板2家、北证1家。从

城市分布看，10家新上市企业中，烟

台企业3家、青岛2家、淄博2家，济

南、聊城、泰安各1家。

“上市是企业‘强起来’的加速器，

也是资本‘活起来’的催化剂。”山东省

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冀刚对经济

导报记者分析说，未来山东资本市场

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需要优化企业

上市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提升支持企

业上市“政策包”含金量，同时要引

导企业提高资本运作的市场意识，提

升企业家资本运作的能力和水平。

三祥科技、雷神科技、歌尔微相继过会

1个月内3家鲁企冲A过关

ECONOMIC HERALD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

经济导报记者从11月18日举

行的济南市委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济南市

“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2022—2025年)》(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 ) 正式实

施，济南市启动建设“无废

城市”。

根据《实施方案》，到

2025年，济南市“无废城

市”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

效显著，固体废物产生强

度较快下降，综合利用水

平和无害化处置能力显著

提升，固体废物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进一步强化，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初

步显现，“无废城市”制度、

技术、市场、监管四大体系

基本建立，“无废”理念得到

广泛认同，“无废城市”主要

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固体废物管理经验做法。

远期目标为：“到2035年，

广泛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方式，建立完善的固体废物

精细化管理体系，碳排放达

峰后稳中有降，‘无废城

市’理念深入人心。”

据了解，济南将围绕工

业固体废物、农业废弃物、

生活源固体废物、建筑垃圾

和危险废物五大领域及制

度、技术、市场、监管四大

体系，推进“无废城市”建

设八项重点任务。

差异化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将推进济南新

旧 动 能 转 换 起 步 区 “ 无

废”示范区建设，探索固

体废物治理新模式。完善

空间差异化“无废城市”

建设推进机制，区县因地

制宜推进实施。

打造“无废细胞”工

程。以生活垃圾分类、农业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为重

点，建设“无废”农村，

2025年年底前，建成1800个

以生活垃圾分类为特色的村

庄，建设50个以农业固体废

物资源化利用为特色的村

庄。开展“无废工厂”“无

废园区”建设，打造“无

废”工业，2025年年底前，

建 设 2 0 家 以 上 “ 无 废 工

厂”；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

2 - 3家省级及以上工业园

区，开展“无废园区”建

设。开展服务业“无废细

胞”建设，引导培育一批

“无废景区”“无废商超”

和“无废酒店”，建设一批

“无废学校”“无废机关”

和“无废社区”，共享共建

“无废”生活。

推动工业绿色低碳生

产。坚决遏制“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全面推行清洁生

产，推动实施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源头减量。深入实施

绿色制造，到2025年，创建

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40家、

绿色设计产品20种以上。建

立循环经济体系，推动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逐步扩大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规模，

提升综合利用能力，降低贮

存处置量。强化园区循环化

改造，到2025年，具备条件

的省级以上园区全部实施循

环化改造。推进绿色园区建

设，到2025年，创建市级及

以上绿色工业园区(产业集

群、产业集聚区 ) 1 5 家以

上；省级生态工业园区比

例力争达到工业园区的50%

以上。

推行农业绿色生产。促

进农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

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到

2025年，单位耕地面积化肥

施用量较2020年下降6%左

右，农药施用总量较2020年

下降10%左右。提高秸秆和

粪污综合利用水平，探索

“秸秆—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新模式，到2025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达到

98%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稳定在90%以上。加强

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体系建设，建立长效机制，

到2025年，农膜回收率达到

95%左右。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

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与分

类。实施居民小区分类投放

点的升级改造，探索常态化

督导机制。推动各类场所具

备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投 放 能

力，做到“专桶专投”全

覆盖。健全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推动快递包装绿色

治理。加强垃圾转运、垃

圾处置、厨余垃圾资源化

利 用 等 利 用 处 置 设施建

设。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泥安全处理处置。

发展绿色低碳建筑。加

强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

推广应用。推进国家级、

省级绿色生态城区和绿色

生态城镇示范创建工作。

到2025年，城镇新建民用

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稳定

在100%，其中星级以上绿

色建筑面积比例达到40%以

上。做好建筑垃圾源头减

量、分类管理和资源化综

合利用，推广使用建筑垃

圾再生品。

<<上接1版

“债券的一大优势，就是

‘上有顶下有底’。以债券市

场重要指数之一中债综合净

价指数为例，其历史走势主

要在95-105点区间波动。”华

东某券商自营业务部经理陈

凯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目

前该指数在103左右，仍处于

中高位置，有回调可能，

“考虑到流动性是一个较好

解决的问题，债市进一步调

整的幅度不会太大。投资者

如果这时候再匆忙赎回，有

些得不偿失。”

不少机构更是认为，市

场调整后，反而有一定机

会。

中邮理财就表示，总体

而言，市场短期存在一定的

调整压力，但中长期来看，本

轮调整到位后，存在一定的

配置机会，“投资者应理性看

待净值波动，坚持‘以时间换

空间’。”

农银理财表示，展望后

市，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债券市场的

短期调整将逐步企稳。目

前，债券市场的配置价值已

经凸显，市场利率也将逐步

回归合理水平。

当然，市场调整也会有

时间、程度预期。

中信证券明明团队认

为，债市调整的时间跨度

或在半年左右，下跌幅度

弱于2020年。也就是说，

投 资 者 即 便是持 有 “ 破

净”的理财产品，最长预

期也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后，重回正轨。

广发证券固收团队刘郁

等人更是认为，如果央行开

始呵护流动性，加大公开市

场投放，提振市场信心，债

券市场会迅速回暖。

西部证券分析师雒雅梅

认为，长期来看，银行理

财仍将以低风险、低波动

的资产配置为主，后续阶

段性冲击压力将逐步得到

缓解。毕竟，“11月17日

央行就开展1320亿元逆回

购，流动性有望保持合理

充裕。”

2025年年底前建设20家以上“无废工厂”

济南启动建设
“无废城市”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山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出台《关于推进全

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将充分发挥全省农产品资源丰富

的优势，打造一批预制菜产业高地和

产业集群，推动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到2025年，全省培育10家以上百

亿级预制菜领军企业，建设具有山东

特色的预制菜产业园30个。预制菜市

场主体数量突破1万家、全产业链产

值超过1万亿元。

根据《意见》，山东将建强预制

菜全产业链。聚焦原料生产、预制菜

加工、物流运输等产业链条的关键环

节，建设预制菜“生产-加工-流

通”全产业链，提出建设标准化生产

基地、培育加工企业、发展冷链物

流、推动产业集群集聚等4条措施，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梯次培育预制菜

优质企业。

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牵头建设预制

菜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建立完善智

能化设计研发、生产加工、冷藏仓

储、分拣配送体系，打造一批预制菜

“领航型”龙头企业。强化优质中小

企业培育，提高市场竞争力，逐步成

为“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

军”企业。创新推广“生产基地+中

央厨房+餐饮门店”“生产基地+加

工企业+电商销售”“健康数据+营

养配餐+私人订制”等模式，发展团

餐、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支持符合条

件的预制菜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发行

债券，对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挂牌

的企业，给予最高200万元的一次性

奖补。到2025年，全省培育10家以上

百亿级预制菜领军企业，建设具有山

东特色的预制菜产业园30个。

围绕团体、个人等消费终端需

求，发展山东特色预制菜产品和品

牌，开拓预制菜消费市场，开发多元

产品、打造特色品牌、加强产销对

接。培育预制菜“十大品牌、百强企

业、千优产品”，推动预制菜销售模

式创新，拓展预制菜线上线下消费市

场。探索在居民区、写字楼等人员聚

集区域，设立预制菜自助配售终端。

大力培育预制菜出口产业集聚区、出

口示范企业、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

展基地，畅通外循环渠道，推动预制

菜“走出去”。

扶持预制菜加工装备研发机构

和生产创制企业，加快研发推广一

批信息化、智能化、工程化预制菜

加工装备。对符合条件的预制菜产

业技改项目等，按银行最新一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 LPR )的3 5%，给

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贴息

支持。

对工商资本年实际新增投资 1

亿元以上的预制菜项目，由省市县

财政联动按实际新增投资额的 1%

给予奖补。对新上的总投资超5000

万元、投资强度超300万元/亩的预

制菜项目，纳入省市重点项目，保

障预制菜企业合理用地需求。落实

农产品加工、冷链储运、销售等税

费优惠政策，支持预制菜企业发展。

到2025年培育10家以上百亿级预制菜领军企业

山东：打造一批预制菜“领航型”龙头企业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多部门

出台税收、金融普惠性政策，降低居

民购房成本，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市场人士表示，这些普惠性政策

的实施效果正在显现，有助于提高需

求端活跃度，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

10月底，家住成都青羊区的刘先

生着手实施换房计划，在中介机构以

符合市场价的报价挂牌。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在青羊区的

住房面积较小，想把自己在锦江区的

一套房子卖掉，在青羊区置换一套稍

大些的房子自住。但由于是二套售

卖，需缴纳几万元的个人所得税，便

一直未下置换决心。

让他下定置换决心的是不久前财

政部、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支持居民

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这

项政策预计可以替刘先生节省近2万

元的个人所得税。

此次新政策出台，对于大部分城

市来说，换房可以节省3万至5万元税

费，而北京等城市部分房源能节省更

多税费。交易房屋情况不同，个税征

收情况也不同。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

总监陈文静说，住房金融和税收政策

直接关系购房群众切身利益，购房贷

款利率的下调和税收的减免，有助于

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活跃房

地产市场需求端，稳定市场预期。

今年5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发布相关通知，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对于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居

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

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从实际

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看，

2022年10月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为4 . 3%，较上月下降4个基点，较上

年末下降133个基点。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当前已有天

津、武汉等超20个城市下调首套住房

商贷利率下限至4%以下。同时，下调

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 . 15个百分

点，5年期以上利率已下调至3 . 1%。

业内人士表示，去年上半年不少

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曾达6%，如今

已大幅降低了2个百分点左右，房贷利

率处于历史低位，购房成本下降。

据测算，如果购买首套住房申请

商业贷款100万元，按贷款30年、等

额本息还款计算，贷款利率从6%降

为4%，1个月可少还款1200多元，30

年总共可节省近44万元，减轻了购房

者负担。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测，10月

份以来不少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

交量明显回升，北京、重庆、厦门、

济南、成都、无锡、沈阳等城市新房

成交面积环比增加超过10%；个别前

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城市，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后购房需求集中释放，成交

量增幅超过50%。

贝壳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10月

贝壳50城二手房成交量比9月和比去

年同期均有所提高，成交量连续第4

个月高于去年同期。50城中天津、成

都、大连、石家庄、青岛、厦门等33

个城市成交量较上月增加。二手房带

看客户量较上月也有所增长，10月贝

壳50城二手房带看客户量较上月增长

约10%，反映需求端活跃度提高。

(王优玲 郑钧天)

降低购房成本，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
多部门出台改善住房普惠性政策观察

在三祥科技之前，雷神科技于10

月28日通过北交所IPO审核，歌尔微

则于10月19日在创业板顺利过会

歌尔微于10月19日在创业板顺利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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