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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玻尿酸公司将登陆科创板 概念股闻风起舞
证券时报记者 梁谦刚
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显示，鲁商
发展自10月份首个交易日大涨突破所
有均线后，股价昨日收获第4个连续涨
停板，最新收盘价创两年来新高，10月
份累计涨幅扩大至66.39%, 成为市场
热门股之一。该股股价大涨的背后，与
近期热议玻尿酸行业密切相关。

最高售价超万元
玻尿酸行业毛利率高
玻尿酸无疑是一个高毛利率的行
业。据业内人士表示，国内市场上最
贵的玻尿酸， 美容机构能卖到9800
元~12000元/支，国产的玻尿酸售价为
几千元的居多。不过，有媒体报道引
援业内人士表示，玻尿酸上游厂商的
高利润还是比较稳定，但到了下游的
医院和医美机构， 市场定价参差不
齐，利润也千差万别，不一定都能获
得暴利。
受益于“
颜值经济”，玻尿酸这个
朝阳行业，因为具备高毛利率、多应用
场景等特点，其潜力正在被不断释放。
中信证券研报预计，到2020年，中国透
明质酸美容针市场需求将增长至2000
万毫升~3000万毫升，将成为千亿元级
别的市场。

两家玻尿酸公司
将登陆科创板
据悉，目前有两家玻尿酸公司将
登陆A股科创板，分别是华熙生物、昊
海生科。其中华熙生物是以透明质酸
微生物发酵生产技术为核心的高新
技术企业，2018年透明质酸原料产品
产量近180吨， 以销量计华熙生物占
全球玻尿酸市场约36%的份额。 昊海
生科是国内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子生产商以及玻尿酸生产商之一。
公司披露的招股书数据显示，
2018年， 华熙生物的净利润达4.24亿
元，昊海生科净利润达4.15亿元。2016
年~2018年， 这两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毛利率均维持在75%以上。2018年，昊
海生科的玻尿酸产品毛利率更是高
达93.26%，而其成本仅在20元/支上下
波动。

医药集团纳入公司版图。今年10月份，
鲁商发展再次开启外延并购步伐，公
司拟收购焦点生物部分股权， 这家焦
点生物主营产品恰恰就是玻尿酸。据
悉， 焦点生物在玻尿酸市场的全球占
比是12%， 是全球仅次于华熙生物的
玻尿酸生产企业。
作为A股市场最直接受益的玻尿
酸概念股，鲁商发展在上个月底已率
先引爆。在公布收购焦点生物的消息
后首个交易日， 鲁商发展当天大涨
4.68%，之后股价一路上扬至今。

在鲁商发展的带动下，A股玻尿
酸概念股迎来集体井喷。14只玻尿酸
概念股10月22日全线飘红， 其中，鲁
商发展、常山药业、哈三联、朗姿股
份、御家汇、丰原药业、亿帆医药等7
股涨停。
昨日概念板块出现分化， 涨停股
仅剩鲁商发展及景峰医药。 随着玻尿
酸公司上市， 玻尿酸行业暴利被发掘
出来，市场炒作逐渐升温，此外行业本
身也是暴利行业， 未来一段时间相关
概念股存在反复活跃的可能。

玻尿酸概念股行情
提前引爆
在当前A股市场上， 与玻尿酸业
务相关的上市公司已属稀缺， 鲁商发
展业务关联度相对较高。 早在去年12
月份，鲁商发展就发布公告，花了9.2
亿元将玻尿酸龙头之一的企业福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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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股获社保基金连续三个季度增仓
证券时报记者 范璐媛
证监会鼓励机构投资A股又出新
举措。证监会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从转化存量、引入增量、优
化环境入手， 逐步推动提升中长期资
金入市比例。
当前我国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合
计规模超过20万亿元。 一旦这两大机
构投资者提高入市比例， 将为A股带
来可观的中长期资金。

三季度末30股
社保基金持股比例增加
今年以来， 长线资金加仓A股的
步伐明显加速。 证券时报·数据宝统
计，截至昨日收盘，在已披露三季报的
400家上市公司中，三季度末社保基金
共现身71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东榜，

新进9只，持股比例增加的30只。险资
共现身40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东榜，
新进5只，持股比例增加的7只。
从长期投资路径来看，在已披露
了三季报的400家上市公司中，12股
社保基金（
含养老金）持股比例占流
通A股比例连续三个季度上升， 主板
上市公司占据半数。我武生物社保基
金最新持股比例10.74%，为12股中最
高。山东药玻、洽洽食品和星辉娱乐
社保基金最新持股占流通A股比例均
超过5%。
从增仓力度来看，星辉娱乐、洽洽
食品、高能环境和重庆百货三季度社
保基金持股比例环比增幅超过1%。与
上年末相比，星辉娱乐社保基金持股
比例上涨5.71%， 中信特钢、 洽洽食
品、我武生物和吉比特社保基金持股
比例均增加超3%，今年以来加仓力度
较大。

社保基金连续增仓股普遍业绩优
异。12只社保基金连续三季度持股比
例增加的个股三季报扣非净利润全部
实现增长，平均涨幅37%，许继电气、星
辉娱乐扣非净利润增幅超过70%，高能
环境、吉比特、艾德生物等9股营业收入
和扣非净利润双增。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 社保基金
连续增仓股10月以来股价全部上涨并
跑赢大盘，月内平均涨幅超9%。洽洽
食 品 10 月 以 来 股 价 已 累 计 上 涨 近
30%。此外，艾德生物、山东药玻、我武
生物和中信特钢的股价在10月内均创
下历史新高，社保基金的收益可观。

险资三季度新进增仓股
平均市盈率不足30倍
两市共12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
股东中险资持仓较中报增加。其中，安

琪酵母、海辰药业、达实智能、森源电
气和贵州茅台为三季度险资新进持仓
股。宝钛股份、奥士康三季度险资增仓
幅度最大， 持股比例环比增加超过两
个百分点。
险资新进和增仓股三季度业绩表
现不一。宝钛股份、华致酒行三季度扣
非净利润分别增长82.72%和41.84%，
增速较高。 森源电气和洁美科技扣非
净利润同比腰斩。
从估值水平来看， 险资普遍偏好
市盈率水平更低的个股。12只三季度
险资新进和增仓股中， 扣除最新滚动
市盈率为负数的森源电气， 其余11股
的平均滚动市盈率约30倍， 最高不超
过50倍。
股价表现方面，12只个股中仅有
奥士康10月以来股价涨幅较大， 月内
上涨25.41%并创历史新高， 三分之二
的个股10月以来未跑赢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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