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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Market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11月21日，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披露

的《在审申请挂牌企业基本情况表》显

示，目前，全国共有79家企业正排队冲

刺新三板。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其中

包含两家山东企业——— 中企科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企科信”)和山东

幻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幻

科股份”)。

这两家分别来自聊城和枣庄的软件

企业，能否顺利登上新三板的舞台？还

需拭目以待。

中企科信

实际控制人为三兄弟

中企科信的主办券商为开源证券，

公司申请材料的受理日期为10月31日，

并于11月7日收到了第一次反馈意见；

幻科股份的主办券商为天风证券，申请

材料的受理日期为9月29日，公司于11月

22日收到了第三次反馈意见。两家企业

均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中

企科信位于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公司主营业务为通信网络工程建

设、维护、优化等技术服务，公司董事

长邱德武直接持股比例为52%，为公司

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邱德

武、邱德全及邱德才 (三人为兄弟关

系)。履历显示，邱德武出生于1979年，

高中学历，2000年3月至2007年7月，自

由职业；2007年之后，其曾在多家企业

任职。2020年3月至今，就职于聊城亿利

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2020年12月至今，就职

于中企科信，担任公司董事长。

2020年度、2021年度及2022年1-5

月，中企科信实现营收分别为3 . 36亿

元、5 . 42亿元、2 . 45亿元，净利润分别

为538 . 27万元、1155 . 46万元、473 . 89万

元。

而在第一次反馈意见中，股转系统

提到，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存

在多起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

处罚，同时存在13起诉讼、仲裁。股转

系统要求公司逐项说明报告期内全部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的具

体整改、规范情况，是否需取得主管机

构对整改、规范的验收；说明公司在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制度建

设、执行情况；说明公司报告期内的多

起行政处罚是否对业务开展、客户维系

造成不利影响。就此，经济导报记者11

月23日多次拨打公司董秘王倩倩的办公

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根据公司介绍，公司全部股权均由

邱德武、邱德全及邱德才兄弟控制，邱

德武任公司董事长，邱德才任公司董

事，邱德全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

监事张玉昌系公司董事长邱德武配偶的

姐姐的配偶。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

人、原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请公司说明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

易、关联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履行的具

体程序，是否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的情

形，报告期后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上述人员是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知

识、技能和素质；公司董事会是否采取

切实措施保证公司资产、人员、机构、

财务和业务独立。”股转系统表示。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该公司还存

在多项客户和供应商重合的情况。“公

司客户和供应商重合的具体原因，各期

采购和销售金额及占比，以及客户、供

应商的经营规模与公司交易金额是否匹

配等，都需要其予以详细披露。毕竟，

客户与供应商重叠可能暗藏着风险，而

这也是股转系统较为关注的一个方

面。”南方一家券商的基金经理严鹏对

经济导报记者分析说。

幻科股份

公司员工仅17人

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显示，幻

科股份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控股股东

为山东幻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山东幻世”)，其直接持有公司81 . 61%

的股份。王子杰持有山东幻世99%股

权，且担任幻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兼

法定代表人，主导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经

营管理，因此认定王子杰为幻科股份实

际控制人。

幻科股份主营业务为定制化软件开

发与服务业务：首先是以计算机视觉算

法为核心，为客户提供图像、影像数据

分析及AI+场景应用的行业应用软件开

发与服务，即视觉算法应用软件的开发

服务业务；其次是依托应用软件开发方

面的技术与经验，根据下游市场需求，

为客户提供其他定制智能软件开发及综

合问题解决方案，即非视觉算法应用软

件开发与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2020年、2021年和2022年1

-4月)，公司总共完成软件产品研发服

务33单，客户数较少，毛利率持续下

滑，实现净利润分别为-18 . 77万元、

236 . 20万元和188 . 97万元。最新财务数据

显示，2022年5-10月，公司未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为1 4 6 0 . 2 2万元，净利润为

557 . 25万元；2022年1-10月，公司累计实

现的营业收入为2243 . 47万元，净利润为

746 . 22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员工仅17人，

技术研发人员仅8人，其是否具备持续

研发能力、服务能力呢？在第二次反馈

意见回复中，幻科股份表示，公司研发

人员均具有软件、系统开发与服务相关

的学习或工作经历，平均工作年限9

年，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较小，合计

完成软件产品开发业务33单，8名研发

人员能够基本满足公司技术研发、产品

开发及各项服务需要。

“公司拟通过中介机构专业辅导以

及新三板挂牌，提高公司经营水平和公

信力，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和估值水

平，这也有利于公司根据业绩情况及资

金需求，适时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夯

实公司业务及补充流动资金，不断提升

行业地位。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申报阶段

进行了内部规范，完善了内部控制制

度、加强了财务规范核算，挂牌后公司

预计不会新增内部规范成本。”幻科股

份透露，公司本次新三板挂牌期后应付

中介费用含税金额合计约95万元，挂牌

后每年支付的持续督导费用、审计费、

律师费用及挂牌年费等费用合计含税金

额不超过35万元。公司具备一定的盈利

能力和获取现金流能力，能够覆盖相关

中介机构费用。

在11月22日向该公司发出的第三次

反馈意见中，股转系统表示，报告期

内，公司毛利率持续下滑，根据前次反

馈回复，公司整体订单数量较少，终端

用户占比较低，下游软件开发客户占比

较高。“请公司进一步补充论证公司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具有技术门槛、

不可替代性或成本领先优势；进一步结

合公司产品在终端应用场景中发挥的作

用、公司实际投入的人力及研发成本、

公司产品价格在终端产品价格所占比重

等，补充说明公司产品的竞争力、终端

客户获取能力、抗风险能力。”

分别位于聊城和枣庄

两鲁企热望新三板

◆导报记者 吴淑娟 济南报道

临近元旦春节，济南、济宁、泰安

等部分城市启动投放储备猪肉，前期上

涨的猪肉价格持续回落。

“储备肉一斤14 . 9元，比冷鲜肉便

宜好几块钱，准备买一些灌香肠。”在

济南一家投放点购买储备肉的刘女士对

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经济导报记者注意

到，相对于普通冷鲜肉20多元/斤的价

格，储备肉价格优势明显。

上周末济南市率先启动储备猪肉投

放，从11月21日起分两轮投放国产2号、

4号冻猪肉。“在今年中秋、国庆已分

别投放300吨、400吨的政府储备猪肉基

础上，2023年春节前济南将再实施三轮

投放，共计1600吨政府储备肉，投放数

量较大。”济南市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

表示，为方便群众购买到政府储备肉，

依托承储企业维尔康集团的直营店和华

联、大润发、家家悦等连锁超市的猪肉

销售专柜，在全市设置169个销售点。

与此同时，济宁、泰安也于11月22日起

向市场投放储备猪肉，均投放不低于

150吨冻猪肉。

经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了解到，第46周(11月14日-11月20日)，

山东省生猪价格继续小幅下行。从后市

来看，供需同步向好，生猪产能、生猪

存栏保持总体稳定，生猪生产处在合理

水平，不支持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据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对全省26个集

贸市场价格定点监测，第46周全省肥猪

出栏价格周内呈先跌后涨再回落的趋

势，上周前5天持续小幅下行，周六略

有回升，周日弱势回落，上周均价为

24 . 61元/公斤，同比升高39 . 75%，环比

降低4 . 46%。猪肉价格震荡向下，周猪

肉均价为 4 1 . 9 4元 /公斤，同比升高

45 . 68%，环比降低4 . 05%。第46周全省仔

猪销售均价为45 . 58元/公斤，同比升高

64 . 19%，环比降低2 . 00%。

山东省畜牧兽医总站高级分析师胡

智胜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猪价回落，

成本上涨，生猪养殖利润继续下降。上

周 猪 粮 比 价 为 8 . 4 3 ： 1 ， 同 比 升 高

37 . 97%，环比降低5 . 07%，连续4周回

落。第46周，全省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

润约为920元/头，外购仔猪养殖利润约

为850元/头，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第46周生猪价格回落是受供应阶

段性增加、需求疲软和流通环节走货不

畅等因素共同导致，另外，储备肉的投

放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胡智胜告诉经

济导报记者，从供给端来看，近期猪价

波动幅度较大，养殖场户为兑现利润出

栏积极性有所提升，加之当前标肥价差

开始收窄，前期二次育肥和压栏生猪出

栏增多，短期供应有所增加，省畜牧兽

医局监测的13家生猪屠宰企业数据显

示 ， 第 4 6 周 企 业 屠 宰 量 环 比 增 加

9 . 80%；从需求端来看，目前节气虽已

至小雪，但仍处暖冬状态，多地气温高

于去年同期，南方腌腊、灌肠等猪肉需

求启动缓慢，终端消费受到一定程度抑

制，持续疲弱。供给短期增多叠加需求

乏力，猪价震荡下行。

胡智胜表示，从需求来看，随着天

气转凉并逐步进入腌腊高峰，大猪需

求有望持续向好。南方腌腊适宜温度

为0℃-10℃，中央气象台预告显示，未

来一个周，全国多地气温将迎来不同

程度下降，有望促进终端腌腊、灌肠

需求增加，预计部分猪肉消费场景将

有所复苏，支撑猪价；且进口猪肉产

品持续走低，也是利好猪价的一个因

素。据中国海关监测数据，截至10月，

我国进口猪肉及猪杂碎合计228万吨，其

中，进口猪肉1 3 8万吨，同比分别降低

48 . 5%、58 . 8%。

从供给来看，在大猪企出栏量增

加、养殖户二次育肥出栏集中、生猪出

栏体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预估11-12

月猪肉月度理论供应量超过8-10月平均

供应量。

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部分省

份已出栏猪源流入二次育肥市场的比例

在20%-30%，这些猪源集中出栏时间基

本在11月中旬至12月份。随着这部分猪

源冲入市场，将增加的不仅是生猪数

量，因为育肥期延长的缘故，每头猪的

猪肉供应量也会明显提高，养殖户应及

时跟踪市场变化，顺时出栏，不要盲目

压栏或跟风集中出栏。

济南济宁泰安等地平抑肉价

储备肉投放市场，生猪价格继续下行

11月16日，山

东省体育产业联合

会智能体育专业委

员会成立。为此，

经济导报记者专访

了国家科技库专

家，国家体育用品

工程技术中心副主

任，山东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王先亮，请他就智能体育发展进

行专业分析，为下一步山东建设智能体育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建言献策。

体育强省，智能先行。山东省智能体育快速

发展，成为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和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先行力量。电子竞技、智能

体育赛事、智能体育装备、智能体育设施和智能

体育平台等智能体育主要业态“全面开花”，智

能体育组织、智能体育标准、智能体育展会等行

业组织规范体系“雏形渐成”。

山东体育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三

个走在前”总遵循、总定位、总航标，全面开创

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智能体育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近年来，山东省涌现了泰山体育、三柏硕健

康科技、迈金智能科技、泽普医疗等一批智能体

育细分领域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取得了雪蜡

车、智能蹦床、智能骑行台、高端智慧健身装

备、智慧体医康复机器人、数字体育平台等一批

智能体育标志性创新成果。浪潮集团、海尔卡奥

斯、酷特智能等一批头部企业，关注并进入智能

体育领域，产生了智能体育、智能制造、智能体

育系统等系列解决方案，成为智能体育跨界融合

发展的典范。济南、青岛、德州、临沂等地围绕

智能体育器材装备、无人机、机器人、电子竞

技、航空运动等领域，布局了一批各具特色产业

集群园区。全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中国体育智

能制造创新大赛、国际智能体育展览会等花落山

东，智能体育山东方案助力体育发展进入新阶

段，形成新格局。

开辟智能体育新领域新赛道，培育体育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智能体育的布局与引领是新发展

阶段山东体育发展的关键赛道。2020年，山东体

育产业总规模达到2937 . 42亿元，但智能体育的

贡献不足10%，总体规模偏小，对行业的支撑和

引领尚显不足，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智能体育

发展任重道远。

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以“山东方案”加快

发展智能体育势在必行。第一，激发市场活力，

加强组织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擘画智能体育发展

蓝图。聚集智能体育优势企业，建设好山东省体

育产业联合会智能体育专委会、电子竞技运动协

会等行业组织，畅通企业与政府沟通机制和渠

道，组织参与制订和实施智能体育行业规范与标

准，强化行业发展规划与引领，组织开展行业交

流与培训，促进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跨界融

合发展，开展创新评优培育智能体育品牌，持续

做好中国体育智能制造创新大赛和世界智能体育

大会，促进智能体育健康发展。第二，实施智能

体育科技创新引领，营造一流创新创业创造环

境。智能体育源于科技，科技赋予智能体育发展

动能，发展智能体育首在科技创新。立足智能体

育运动项目、智能体育产品等关键领域，建立

“教育-科技-人才”相互融合的智能体育创新

共同体，大力发展智能体育新型技术。积极推

进智能体育创业，提供系列扎实有效的支持措

施，重点扶持“专特精新”智能体育企业加快

发展。第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智能体

育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济南、青岛、烟台、

德州、临沂等地建设一批智能体育发展先行区

和产业园，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提升智能体育

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建设智

能体育制造、智能体育赛事、智能体育服务、

电子竞技等特色园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智能体育产业集群。

近十年来，山东体育强省建设书写新篇章。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迈向更高水平台阶，政府

引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

业发展格局的初步形成，场地设施条件全国领

先，齐鲁全民健身活动蔚然成风，全民健身组织

网络遍布城乡。竞技体育不断突破，创造山东参

加奥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员，实现首次参加冬奥会

首夺冬奥会奖牌的历史性突破，全运会长期处于

领跑态势。体育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体育产

业多元发展势头强劲，体育产业总规模不断攀

升。智能体育的涌现开辟了山东体育新赛道，智

能体育的“山东方案”将着力打造智能体育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赋予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发展新动能，建设体育发展的新优势和新领

域，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贡献山东智

慧和山东方案。 （导报记者 戚晨 整理）

国家科技库专家王先亮：

智能体育“山东方案”
释放新动能

从供给来看，在大猪企出栏量增加、养殖户二次育肥出栏集

中、生猪出栏体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预估11-12月猪肉月度理论

供应量超过8-10月平均供应量

智能体育的“山东方案”将着

力打造智能体育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赋予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公司客户和供

应商重合的具体原

因，各期采购和销

售金额及占比，以

及客户、供应商的

经营规模与公司交

易 金 额 是 否 匹 配

等，都需要其予以

详细披露
中企科信今年前5月实现营收2 . 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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