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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锣！科创湘企上市有了“加速器”
湖南区域股权市场科技创新专板开板 首批16家企业集体挂牌
3月20日上午9时30分，随着湖南股权交易所24楼交
易大厅里一声锣响，我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科技创新专板正
式开板，首批16家科创企业集体成功挂牌。这意味着，我
省科创企业有了专门的上市孵化平台，将有力助推我省科
创企业加速登陆科创板、创业板。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燕茹

专板定位
推动科创湘企登陆科创板、创业板

按照规划，科技创新专板定
位于我省科技创新企业对接上
交所科创板和深交所创业板的
“孵化港”与“加速器”，主要服务
于符合战略目标导向、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
创新企业；集聚于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的“独角兽”、“隐形冠
军”企业。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科
技创新专板将为挂牌企业提供
培训咨询、投融资服务、资源整
合、转板上市等综合性的金融和
科技服务。通过3-5年努力，推动
挂牌企业登陆科创板、 创业板，
并持续建设科技创新专板培育
企业库， 形成梯次培育机制，为
我省企业登陆科创板、创业板提
供源源不断的后备资源。

同时，财政对科技创新专板
企业挂牌及转板上市分段进行
补助。对在科技创新专板挂牌的
企业，给予30万元补助。对已完成
股份制改造并在湖南证监局辅导
验收的企业，给予200万元的一次
性补助资金； 对完成注册程序并
在科创板首发上市的企业， 再给
予100万元的补助资金，每家企业
累计不超过300万元。一些符合相
关要求的企业还能获得科技专项
资金支持、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风险补偿资金支持等。
当天，“湖南 财信 岳 麓山 科
创基金”也在现场正式签署设立
协议，首期规模4亿元，目标规模
10亿元，重点投资我省科技创新
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专板中
的优质潜力企业。

挂牌门槛
科创专板设置三大“准入门槛”
按照规划，科技创新专板定
位“科技创新专板是我省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的再一次创新突
破。” 湖南股交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我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的
唯一运营机构，湖南股交所原开
设有标准板、成长板、报价板和
展示板， 共服务企业3000多家，
科技创新专板与现有板块相比，
具有建设定位高、 支持力度大、
挂牌企业优、入板门槛高等优势
和特点。
据了解，参照上交所科创板
的标准，我省科技创新专板设置
了三大“准入门槛”，即，科技硬
核、高速成长、上市预期。
行业科技属性方面，必须符
合国家战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核心技术， 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已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完成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
评价入库；进入国家或省制造业
创新中心名单；获得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称号等。
业绩方面，必须符合如下条
件之一：连续2年盈利且合计净利
润超过2000万元； 最近一年盈利
且营业收入超过8000万元； 最近
一年营业收入超过8000万元且最
近三年研发投入占比超过10%；
最近一年营收超过5000万元且
估值超过3亿元等。
上市预期方面，挂牌企业须
具有一定市场认可度，没有行业
天花板，具有较强的上市潜力或
预期。

审核标尺
首批“挂牌录取率”仅为六成
为确保专板挂牌企业质量，
湖南股权交易所与湖南省技术产
权 交 易所 组建 了 一支 由两 院 院
士、证监会原发审委委员、国内顶
级投行及中介机构资深专家领衔
组成的专审会团队。 企业要通过
审核， 需获得专审会团队半数以
上的赞成票。
自2019年11月设立科技创新
专板方案印发后， 全省先后有26
家企业提交申报材料。经过初审、
复审、专审等流程，共有16家企业
通过了审核，
“
录取率”为61.5%。
金融证券领域专家、 湖南华
略律师事务所主任郑日果是科技

创新专板专审委员之一。他介绍，
在审核企业时，专审会团队首先看
重的是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是否
“
硬核”；同时企业的成长性、投融资
能力等也是重要标尺。
湖南中晟全肽生化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磊对科技创新专板满怀
期待，他认为挂牌科技创新专板，能
够加速企业进军科创板的步伐。
安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庆玺则把挂牌科技创新专板
当成企业冲刺科创板的一次实战
演练，不仅与券商、审计、会计等
中介机构有了更深对接， 还真正
体验了“过审答辩”。

3月20日，首批16家企业挂牌湖南区域股权市场科技创新专板。

企业特色
半数挂牌企业
为“小巨人”
首批挂牌的16家企业，
分布在全省9个市州，其中长
沙6家，常德、邵阳各2家，湘
潭、株洲、岳阳、衡阳、郴州、
娄底各1家。企业主要集中在
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
等领域。
记者注意到， 首批挂牌
企业中， 既有国家重点实验
室、博士后工作站，也有国家
“千人计划”， 还承担国家重
点项目、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普遍具有“科技硬核、高速成
长、上市预期”等特点。从企
业的“简历”来看，其中“小巨
人”企业有8家，年营收过亿
元的8家， 净利润过千万的9
家，10余家已获得多轮融资，
8家已启动或明确上市规划。
从科技创新能力来看，
这些企业成色十足。比如，湖
南东映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
航天领域， 解决了国防工业
“卡脖子”难题，已成为世界
第四家、 中国第一家可稳定
提供连续高性能沥青基碳纤
维产品的企业。 湖南中晟全
肽 生 化 有 限 公 司 拥 有 14 位
全球顶尖研发专家， 其中2
人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2人为“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专家，公司独创的多肽信息
压缩技术，已建成全球唯一
五肽完全库。 安信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是全国唯一同时拥
有纳米银医用敷料和银离子
抗菌凝胶产品的厂家。 常德
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全
球第一家从猪胆、 鸭胆提取
合成熊去氧胆酸的企业。湖
南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湖南省规模最大的医疗信息
化企业。

投资门槛
个人参与投资需有50万元金融资产
区别于主板、中小板、创业
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俗称“四板”，主要为非上市
企业提供股权登记托管、融资、
股权转让和上市辅导等服务。
与新三板面向全国企业相比，
湖南股权交易所只服务湖南省
内企业， 并且大部分为中小企
业。
记者了解到， 在湖南股权
交易所科技创新专板、标准板、
成长板等板块挂牌的企业，机
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是可以
通过湖南股权交易所的系统参
与投资的。 机构投资者需满足

背景

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元的条
件； 个人投资者需要有50万元
的金融资产证明，并且要有2年
的投融资经验。目前，参与湖南
股权交易所交易投资的以机构
投资者为主。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股权
投资与股票投资在交易方式上
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股票交
易实行T+1制度， 而股权交易
为T+5制度， 也就是买入或卖
出后的第五天才能卖出或买
入；另一方面，股票买卖人数不
受限制， 而股权交易的股东不
能超过200人。

科创湘企上市的“孵化平台”

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
在“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引
领下，湖南如何抢抓我国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机遇，加速科技与金
融高度融合，推动12大重点产业
及20个新兴优势产业链转型升
级？ 在此背景下，
“
在湖南股权交
易所设立专板，培育科创板上市
后备资源，推动企业上市”列入
了2020年省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11月24日， 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省科技厅、省工信
厅、省财政厅、湖南证监局正式
印发 《湖南省区域性股权市场
设立科技创新专板工作方案》，
决定依托我省区域性股权市场
建设科技创新专板， 打造科创
湘企上市孵化平台。同时，这也
成为推动我省企业上市“破零
倍增”的重要举措。

首批挂牌16家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简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中晟全肽
安信生物
东映碳材
长虹格兰博
云港生物
创星科技
富士电梯
康润药业
佳鸿机械
丰汇银佳
兴元科技
星鑫航天
惠瑞生物
电机车厂
东亿电气
美程陶瓷

注册资本
（万元）
2000
17469.61
25171.57
14012
870
4975.43
31900
3794.44
500
6600
2920
1091
2000
7800
10000
3680

注册地

所属行业

株洲云龙示范区
长沙市雨花区
长沙高新区
郴州市苏仙区
常德市鼎城区
长沙高新区
邵阳市双清区
岳阳经开区
常德市鼎城区
长沙高新区
长沙市宁乡市
衡阳市雁峰区
长沙市芙蓉区
湘潭市湘潭县
邵阳市邵东县
娄底市新化县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制造业
生物医药
信息技术
制造业
生物医药
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
新材料
生物医药
制造业
制造业
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