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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文英

随着新基建如火如荼的开展，相
关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业绩也水涨船
高。

7月9日，为新基建特高压工程项
目提供关键设备的电力设备制造龙
头企业长高集团发布了 2020年半年
度业绩预告。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
净利润 1.02亿元至 1.35亿元，同比增
长约78.63%至136.42%。

“公司业绩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主
营业务收入增加、盈利能力持续提
升。”长高集团董秘张钰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订单充足，生
产忙而有序。

长高集团总经理马晓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近年来通过将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运用
在产品中，产品的智慧化、智能化水
平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也节节攀
升。”

据介绍，2018年、2019年在国网
集中招标中，公司的传统优势产品隔
离开关中标率连续两年荣膺全国第
一。近日，长高集团再传捷报，公司
输变电设备板块在国家电网公司的
两次招标中，合计中标 5.67亿元，其
中，长高电气公司中标 3.29亿元，中
标金额在同行竞标企业中位列全国
第五位；长高开关中标 9169.88万元，
中标金额在同行竞标企业中位列全
国第三位；长高森源中标 1.01亿元，
中标金额在同行竞标企业中位列全
国第三位；长高成套中标 4554.6 万
元，中标金额在同行竞标企业中位列
全国第十二位。

马晓表示：“这些成绩的取得，
充分体现了公司输变电设备板块的
产品在市场上的客户认可度和竞争
力，公司也将继续保持稳定、强劲的
发展态势，持续为新基建建设添砖
加瓦。”

今年以来，新基建成为市场关注
的关键词。新基建是指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主要包括 5G基站建设、特高

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其
中，特高压作为新基建的排头兵，市
场政策利好不断。

国家电网明确表示，2020年特高
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1128亿元，可带
动社会投资 2235 亿元，整体规模近
5000亿元。同时，国家电网公司研究
编制了《2020年特高压和跨省 500千
伏及以上交直流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明确指出要加速

“5交5直”特高压工程相关工作。
中关村发展高级专家董晓宇博

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今年我国推出的七大新基建
领域中，特高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提质振兴的主攻方向之一。
随着特高压投资建设的进程推动，
将有效降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和影响，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董晓宇认为：“特高压具有产业
链长、带动力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等优势。从产业链来看，可直接带动
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
料等环节，涵盖电力发、输、变、配、
用、调度、通信等各领域，还可以拉动
技术服务、建设安装等辅助服务市
场。”

特高压产业链相关个股亮眼的
中报预期印证了上述观点。除长高
集团上半年净利预增超七成外，同
日，思源电气也发布了 2020 年业绩
快报，数据显示，思源电气报告期内
净 利 润 为 4.61 亿 元 ，同 比 增 幅
139.79%。

对于特高压的市场容量，董晓宇
也给予了较高的期待。他认为：“特
高压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特高压发展
不仅将在国内呈现出加大建设规模
的趋势，而且将继续走出国门、扩大
在全球的应用，由特高压带动的相关
产业将持续发力，预计会形成万亿美
元的建设市场。”

长高集团上半年净利预增超七成
投身新基建加速业绩增长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近年来，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
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飞
跃式发展。如今，在汽车消费市场
整体走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新能
源 汽 车 的 发 展 被 寄 予 了 更 多 厚
望。在经过了几年的野蛮生长之
后，部分优秀的国内新能源车企凭
借产品竞争力和品牌价值，已提前
步入从补贴激励到市场驱动下的
发展阶段，并赢得了市场和消费者
的认可。

7月 10日上午，蔚来中国与中国
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等6家银行举行
了蔚来中国银企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

根据战略协议，此次签约的 6家
银行将向蔚来中国提供104亿元人民
币综合授信，以支持蔚来中国业务的
运营与发展。据《证券日报》记者了
解，本次与蔚来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的银行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中
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安
徽省分行、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和招商
银行合肥分行。

记者注意到，此次授信成功是蔚
来宣布中国总部落户合肥之后的又
一重要融资事项。公开资料显示，
2020年以来，蔚来累计融资已超 100
亿元人民币，包括三笔共计 4.35亿美
元的可转债、蔚来中国70亿元人民币
的战略投资以及近期约5亿美元的增
发。

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此次授信协议对于加强银企合
作、推进重点项目进展，实现银企互
利共赢意义重大。蔚来中国将与各
银行在企业账户体系搭建、供应链
金融、汽车金融等业务领域展开广
泛合作。

“下一步，蔚来将增加合肥团队
规模，深化与本地供应链的合作，
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为
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成为我国汽车产业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样板。”李斌
表示。

受此利好消息刺激，截至 7 月
10 日，蔚来美股股价上涨 13.12%，
报收 14.57 美元/股。在过去一个月
时间内，蔚来股价从 5.91 美元/股上
涨 至 14.57 美 元/股 ，涨 幅 高 达
146%。

“面对以特斯拉为首的外资与合
资企业的陆续入场，我国本土新能源
车企起先建立起的技术和品牌优势
显得十分脆弱。而仍未实现产品下
线和规模量产的车企更是几无优势
可言。”新浪汽车财经专栏作家林示
对记者表示，蔚来汽车频获资本支
持，实际上是与其基本面转好相辅相
成的。

数据显示，蔚来汽车 6月份共交
付 3740辆汽车，逆势增长 179.1%，并
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自 3月份以来，
其交付量连续 4个月实现环比上涨。
二季度，蔚来交付10331辆汽车，同比
增长190.8%，首次实现单季交付量破
万。

有人欢喜有人忧，与蔚来汽车
销量向好、广受资本眷顾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日前，造车新势力博郡
汽车、拜腾汽车和赛麟汽车均被曝
出遭遇经营困境、拖欠员工工资的
传闻。

据最新数据显示，6 月份，新能
源乘用车批发销量 8.56 万辆，同比
下降 34.9%。纯电动车型的批发销
量 6.7万辆，同比下降 40%。

对此，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电动车
行业高端化趋势明显，马太效应显
著。A 级及以下电动车销量同比下
降 56%，B 级及以上电动车销量同
比增长 8倍。

在林示看来，在政策培育期，企
业的战略重点在于下线产品、扩大产
能、扩大市占率。而随着补贴的退
坡、外资车企的侵入，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洗牌和重构的态势将持续演
化和深入。国内新能源汽车品牌将
直面来自全球技术和消费市场的正
面挑战。

蔚来汽车获6家银行104亿元授信
二季度首次实现单季交付破万辆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配方奶粉是婴幼儿的主要口粮，关
系着亿万家庭的幸福和未来。作为配
方奶粉背后的上游营养素生产企业，嘉
必优二十年如一日，逐步实现高端奶粉
营养素的进口替代，担负起国内奶粉升
级换代的重任。2019年 12月份，嘉必
优凭借核心技术优势，成为湖北省首家
成功上市的科创企业。

“科创板的设立，对企业来说是历
史性的机遇，从1999年创业到现在，我
们一直在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工作，从
实验室技术到工业化产品再到市场应
用，经历千辛万苦，登陆科创板意味着有
了资本市场的支持，能为企业的发展赋
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动力。”时值科创
板开市一周年之际，嘉必优董事长易德
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初见易德伟，《证券日报》记者便被
他和蔼的笑容所感染，谈吐间，他的睿
智、平和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让记者记忆深刻。

奶粉营养添加剂
实现进口替代

嘉必优是国内首家生产婴幼儿配
方奶粉重要营养素之一——ARA的企
业。

ARA 即二十碳四烯酸，又叫花生
四烯酸，作为人体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
脂肪酸之一，对婴幼儿大脑和神经系统
的发育至关重要。由于婴幼儿合成
ARA的能力较低，全球市场上已在婴
幼儿食品中广泛添加ARA。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高端营养素产品完全依赖进
口。1999年，易德伟回到武汉，创办了
中国第一家ARA研发生产企业——武
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回忆起创业的经历，易德伟说：“从
实验室技术到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节
点，技术产品化中间有一个‘达尔文死
海’，是对公司创新能力的考验。”

易德伟认为，创新是基于技术逻
辑、产品逻辑和市场逻辑来的，而不是
基于科学家、工程师的想象来的，里面
既有科学的理性，也有市场的需求、商
业的理性判断。

1999 年我国卫生部正式批准了
ARA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添加。经
过研发，公司以通过离子束生物工程技
术选育获得的高山被孢霉菌种为基础，
开发了微生物发酵生产ARA的产业化
技术，自此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
了国内空白。该产品技术被科技部认
定为“国际领先，国内首创”。

虽然实现了ARA量产，但培育市
场却面临着巨大挑战。2000年至 2003
年，公司每年投入的成本有七八百万元
之多，销售额却仅有几十万元。

“产品市场化是一个重要节点，
很多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产品升级
能力弱，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走不
下去了。我们的客户都是乳制品领
域的大客户，要跟客户一起满足终端
消费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的不仅是管理，更重要的是面向
市场，要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易
德伟说。

2004 年，美国嘉吉有限公司主动

寻求合作，双方成立嘉吉烯王生物工程
（武汉）有限公司（即“嘉必优”）。第二
年，全球最大制药和保健品公司之一的
惠氏制药推出了添加ARA的惠氏S6奶
粉进入中国市场，ARA成为高端奶粉
的标配，而国产奶粉还没有添加该类营
养素。

“ARA有特定的气味，怎么解决感
官指标，是个问题。婴幼儿奶粉要求很
高，不允许用香料去掩盖特定产品气
味，这是技术问题，也是应用问题。对
于嘉必优来说，要拿出实实在在的学理
研究，还要有系统的解决方案，背后都
是靠大量的科技投入，如果这个坎迈不
过去，公司的生存会面临考验。”易德伟
说。

通过十余年的探索和积累，在国家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省技
术创新专项重大项目以及其他省市区
级科技项目的支持下，嘉必优逐渐形成
了以工业菌种定向选育、发酵精细调
控、高效分离纯化制备等生物制造技术
为基础的领先性平台化技术。基于这
些核心技术，嘉必优从前端研发、工程
化、产业化三个层面不断创新，提升生
物合成制造能力，孕育出DHA、SA、天
然β-胡萝卜素等多个具有显著生物活
性的产品，为全球婴幼儿配方食品、健
康食品及膳食营养补充剂等领域的客
户提供了高品质的营养素产品与创新
解决方案。

目前，国内80%以上的婴幼儿配方
奶粉已添加了ARA和DHA。公司作为
国内ARA产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市场推
动者，实现了ARA、DHA相关婴幼儿配
方乳粉原辅料的自主研发生产。蒙牛、
伊利、贝因美、飞鹤、雅士利、完达山等
国产婴幼儿奶粉企业为公司长期业务
合作伙伴。

把住创新“命脉”
守好食品安全“命门”

进入嘉必优办公区，“每一罐奶粉
背后都有一个婴儿”的标语非常醒

目。“这是我 20 年前就提出的，如果
说创新是嘉必优的‘命脉’，那么食品
安全就是我们的‘命门’，嘉必优和我
们客户一起服务于婴幼儿，做工业化
产品最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易德
伟说。

事实上，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
使国产婴幼儿奶粉遭受重创，波及整个
行业。

“三聚氰胺事件影响很大，我认
为我们这个行业宁可不赚钱，也不能
突破食品安全底线，提出这个口号一
是更好地树立食品安全的理念，二是
让员工每天能看到这句话，加强大家
的责任感和食品安全理念。”易德伟
表示。

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嘉必优主
导起草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
加 剂 花 生 四 烯 酸 油 脂（发 酵 法）》
（GB26401-2011）、参与起草了《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二十二碳六
烯酸油脂（发酵法）》（GB26400-2011）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是我们的基础，嘉必优
从创立开始就不断学习，按照最高的标
准来选择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长期以
来按照 EHS 体系（环境管理和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参照欧盟、美国同行长
期积累的先进的管理体系来管理。”易
德伟说。

由于产品生产工艺复杂，为保障产
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公司采用自动
化控制系统对全工艺流程的关键参数
进行在线实时、自动化控制，如发酵过
程中的发酵温度、培养液浓度、投料时
间、搅拌速度等参数，生产过程中的压
力、温度、反应时间等参数，目前微胶囊
粉剂生产的配料及喷雾干燥等生产工
艺环节已实现全自动化控制，实时调节
各工艺参数，形成了ARA及DHA等产
品的精细调控技术。

“基于自己的产品特性、技术特
性及食品安全要求、质量要求、员工
健康要求，落实到员工行为中，牢控
质量安全成为企业文化的 DNA。”易

德伟说。

科创板赋能企业发展
助力国际化进程加速

嘉必优上市募资5.45亿元，分别投
向微生物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多不
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生产线扩建项
目以及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我们实验室储备了很多产品，基
于市场应用和技术成熟度的周期来逐
步推进，以工业 4.O 的理念做产能扩
产，不仅仅是量上的扩产，更是质量的
提升。”易德伟说。

易德伟认为，上市的更大意义在于，
资金背后带来很多资源，将助力嘉必优
国际化。而登陆科创板，也带来了团队
理念的变化。核心团队会将公司发展和
个人发展关联，整个团队更有自豪感。

“下一步，国际化战略加速，挖深护
城河，升高天花板，优化供应链。”易德
伟介绍。在国际市场拓展方面，公司产
品已出口至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积
极开发国际知名乳制品企业客户，国际
化程度不断提升，海外市场规模总体保
持增长态势。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国际供应
链与客户服务体系，充分整合国际市场
的战略合作资源，通过更丰富的产品线
和解决方案，积极推动对全球食品领域
主要跨国公司客户的开发，在未来三年
内争取全球ARA和藻油DHA市场的更
大份额，成为全球ARA市场的领导品牌
和藻油DHA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并搭建
国际化运营平台，积极寻找在生物技术、
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合作与并购机会，通
过国际化运营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增长。

“只有技术、产品、质量、食品安全、
运营管理标准等都符合国际标准，通过
全球供应商体系认证才能真正进入奶
粉行业的全球产业链，在国际才有竞争
力。希望嘉必优能成为行业的领导品
牌、客户心目中的优秀供应商，能服务
好客户，进而服务好消费者，这就是最
大的成功。”易德伟说。

嘉必优：二十年写好每一罐奶粉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华工科技和天喻信息于7月8日晚
间同时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拟通
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所持股
份。两家公司均在公告中表示，若此次
公开征集转让获得批准并得以实施，可
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

资料显示，华工科技和天喻信息
的控股股东均为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产业集团”)，该
产业集团成立于 2001 年 1 月份，注册
资本 2.041亿元。华工科技以光通信、
激光加工设备为两大主业；天喻信息
则为我国数据安全领域产品和解决方
案的提供商、我国智能卡行业的龙头
企业。

据相关公告显示，此次产业集团
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其
持有的华工科技 1.91 亿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19%。产业集团持有华工

科技 23.91%的股份，若此次公开征集
转让获得批准并得以实施，产业集团
的持股比例将下降至 4.91%，这将导致
华工科技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

产业集团和华工创投拟通过公开
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
天喻信息 2.69%、21.89%的股份。华中
科技大学通过产业集团和华工创投持
有天喻信息 29.57%的股份，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记者注意到，华中科技大学旗下另
一家上市公司——华中数控早前已完
成控制权易主。早在2019年1月份，阎
志及卓尔智能便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华
中数控股票，随后通过举牌及增持的方
式，于 2019 年 7 月份持股比例达到
20%，成为华中数控第一大股东，超过
了产业集团 19.06%的持股比例。2019
年 11月份，华中数控控股股东由武汉
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变更为阎志及其
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制造（武汉）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华中科技大学变更
为阎志。

事实上，华中数控上市后的业绩表
现不尽如人意，公司于 2011年初登陆
创业板，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2012
年至 2019年，公司扣非净利润连续八
年亏损。卓尔智能入主后的 2020年，
华中数控有了一些积极变化。近期公
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8.57
亿元，用于高性能数控系统技术升级及
扩产能项目、红外产品产业化项目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发行对象为卓尔智能
（占比50%）、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占比45%）等。

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从华中数控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
入主，让公司的体制更加灵活，公司治
理不断优化。

华中科技大学是除清华、北大外，
坐拥A股上市公司最多的高校。2018
年 5月份，《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
革的指导意见》获审通过，高等学校所

属企业体制改革加速推进，校企改革明
确了坚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向，
尊重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对高校
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规范，理清产权
和责任关系，分类实施改革工作等改革
内容。

2018 年至今，在多场武汉高校校
办产业协会年会或理事会上，校企改革
成为焦点议题。

“湖北教育资源丰富，在丰富的技
术资源、人才资源集聚的背景下，探索
更有效的机制把科研成果转化，有利于
类似华工科技、天喻信息这些科技型企
业的创新驱动。校企改革是现代大学
治理及公司治理甚至国家治理能力和
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企业交
给社会，让高校回归教育，也有利于专
业人做专业事，有利于在市场化的竞争
下，让更多高科技产品高效地进行产业
转化，进而服务社会。”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金融学院黄孝武教授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华工科技和天喻信息同时公告，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所持股份

“华科系”旗下两公司拟易主
校企改革驶入“快车道”

聚焦上半年业绩

图为车间内工人正在进行正常生产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