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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城 晚 报 讯 TCL 集 团
（000100）11 月 4 日午间发布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公
司完成重组以来，聚焦核心主业，
业绩稳定增长。 对于面板行业未
来的发展，公司认为，短期预计明
年一季度末到二季度初会迎来大
尺寸面板价格向上动能。

公告显示，今年 4 月，TCL 集
团完成重组， 剥离智能终端及相
关配套业务， 全面转型聚焦以半
导体显示及材料为主业的高科技
产业集团。今年前三季度，以备考
口径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1.6
亿元，同比增长 19.2%，净利润为
33.9 亿元，同比增长 38.5%，其中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
亿元，同比增长 19.3%。

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面板
产能集中释放等影响， 半导体显
示产业继续供过于求， 大尺寸面
板价格持续下降， 海外面板厂商
亏损放大，行业加速重构洗牌。中
国企业在显示产业已经建立的规
模和效率优势得以凸显， 产业链
正在加速向中国转移， 下一代显
示技术为中国显示产业赶超全球
领先水平带来契机， 中国将成为
显示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与
此同时， 供给端优胜劣汰的加剧
和需求端商用显示、 新应用和新
市场的快速增长， 面板行业蕴含
巨大的变革和机遇。

公司以产品技术创新为重要
驱动力， 建立以产品研发和工艺
应用为基础的竞争优势。 1-9 月，
公司累计研发投入 38.9 亿元，提

交 PCT 国际专利申请 1527 件 ，
量子点公开专利全球第二。 报告
期内， 公司推出“星曜屏”Mini�
LED 背光产品， 采用 TFT-LCD
制程驱动 LED 背光技术，通过多
分区动态控制， 极大改善了画面
对比度和显示清晰度， 巩固大尺
寸产品在中高端市场的主导地
位。 在 AMOLED 领域，公司以柔
性、 折叠屏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为
重点， 自主创新的叠层结构可实
现外折、内折、双折形态，以满足
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对于面板行业未来供需的展
望，TCL 集团介绍，TV 面板价格
在今年三季度接近谷底， 由于竞
争加剧，韩国厂商部分 LCD 产能
已经退出或者转产， 近期行业终
端厂商库存已恢复到较为健康水
平，主要尺寸已止跌。 加之 2020
年奥运会、欧洲杯等赛事大年，以
及友商推出“智慧屏”“智屏”对
IOT 的新应用需求的拉动， 短期
预计明年一季度末到二季度初会
迎来大尺寸面板价格向上动能。
受益 4K/8K 升级、 大尺寸化趋势
明确、海外新兴市场蓬勃发展，未
来整体供 需 情 况 比 2018 年 和
2019 年要更好。

TCL 集团日前在业绩说明会
上表示， 未来公司将努力开发新
型显示技术和材料， 并向上下游
业务拓展增强产业链把控能力，
择机通过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进
入其他高端基础核心科技产业，
完成高科技产业集团的战略转
型。 （钟正）

预计下半年新一轮上涨行

情或将很快启动 。 而且与年初
上涨相比 ， 至少应在同一量级
水平。 尽管只是预期，发生这样
的概率应高于 50%。 至少 2733
点能成为下半年行情低位 ，年
内是无大风险期。

“形与势量化分析系统 ”显
示 ，大盘从 8 月 6 日 2733 点止
跌反弹起 ， 在过去 3 个多月期
间 ， 经历了 3 个小波段振荡式
盘升 ， 其特点是每级底部都在
抬高 。 然而 ， 这样的小波动行
情 ，普通投资者会觉得没行情 、
意义不大 ， 容易放弃对它的关
注。

其实 ， 从今年大盘运行形
态上说 ，这是极佳的低吸机会 。
历史上每次大行情都从这种看

似不起眼的地方启动 ， 我们可
理解此时市场波动平稳 、 主力
吸筹成本较低 ， 这种形态维持
时间越长、筹码交换越充分。 行
情一旦突破这样的区间 ， 无论
升跌往往是有行情的爆发点。

从当前大盘所处区间位置

看 ，若近期出现突破信号 ，向上
突破的机会将远大于向下突破

2733 点的机会。所以，近期每一
天上涨都是逼近上方突破点的

举动 ，值得关注 。 否则 ，只能从

回箱体内振荡 。 但本栏从分析
系统观察认为 ， 这样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了 ， 并不值得忧虑或
追求。

本栏今年 4 月在行情大涨
之时提示过 ， 尽管市场一片看
好 ， 但应等待结构性调整行情
出现 。 半年过去了 ，时至今日 ，
这样的调整行情应该已充分体

现。 可以说，调整期正是我们评
估上半年大涨行情属于何种性

质的时期。 对今年行情的性质，
本栏曾多次作过看好后市的评

论，一句话就是 ：2015 年引发的
熊市周期已结束 ， 创历史新高
型的大牛市正在形成。

投资股市与期货市场最考

验人的往往并不是分析能力 ，
而是实力、胆识与运气。 面对相
对有限的标的 ， 主力与散户间
的博弈 ， 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来战胜弱者的 。 长时间低位盘
整，是消磨投资定力的利器。 近
年流行假新闻一词 ， 金融市场
何尝没有假行情呢？

本人从事商品期货 20 年 ，
发现今年股市与商品市场最大

区别是 ： 大盘竟能跑赢大多数
商品期货市场 ， 是值得人们重
视的。

（赵穗川）

无论是从营收来看 ， 还是
利润来看 ，41家科创企业的分
化不可谓不明显，分行业来看，
新能源 、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 、
轨道交通等均实现不同程度的
增长。

以净利润来看 ，41家公司
前三季度的平均归母净利润为
2.1亿元， 其中， 占据榜首地位
的中国通号。 值得留意的是，主
营轨道交通控制系统的中国通
号成为41家科创企业中的营收
和利润“双料冠军”，公司三季
度报告显示， 中国通号报告期
营业收入281.2亿元， 较上年同
期增长10.07%；净利润为28.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22%。

从净利润增速来看，共有26
家公司实现双位数增长， 其中，
共有10家公司增速超过100%，
传音控股以高达732.03%摘得头
筹，而中微公司、交控科技同比
增长 399.14% 、325.37% ， 位列
二、三位。

在41家科创板公司中，有10家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下滑， 其中天准
科技、新光光电、热景生物、晶晨股
份、 华兴源创净利润同比下滑超过
20% ， 分别同比下滑 80.12% 、
53.03%、29.11%、27.44%、21.66%。

业内人士则认为，从目前
来 看 ， 大 部 分 科 创 板 公 司 业
绩比较稳定 ，总体态势良好 ，
但 是 三 季 度 报 或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分 水 岭 且 分 化 的 态 势 或 将
继续。

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
科创板当前整体估值仍较高，
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但仍可精
选部分具有盈利估值性价比优
势， 或研发能力明显占优的个
股持续关注， 如关注净利增速
高于可比公司、 净利增速环比
持续改善，毛利率、净利率水平
高于可比公司、 当前估值相对
较合理的个股， 主要有睿创微
纳 、安集科技、澜起科技，或者
关注研发占比高、ROE和权益
乘数相比可比公司较高的研发
驱动型标的，如虹软科技、晶晨
股份。

科创板公司三季报业绩分化
10 家公司净利增速超过 100%，传音控股净利增速高达 732.03%

2733点
将成下半年低位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从首批25家科创板企业，到截至11
月初已经扩容至41家，目前均已经交出
三季度成绩单，41家科创板合计实现营
收691.88亿元， 同比增长13.60%，归
母净利润86.02亿元， 同比增长41%。
不过成绩单也反映出科创板企业的分
化明显，从增速来看，总共有26家公司
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共有10家公司
增速超过100%， 被誉为“非洲手机之
王 ” 的 传 音 控 股 更 是 同 比 增 长
732.03%， 不过有10家科创板公司则
是净利润下滑，其中首批上市的科创板
企业天准科技同比下滑80.12%。

目前，41家科创板上市企业
的三季度报告已经披露完毕，41
家公司合计实现营收 691.88亿
元，同比增长13.6%，归母净利润
86.02亿元，同比增长41%。

从营收来看，超过百亿元的
公司为中国通号和传音控股，前

三季度营收分别为281.2亿元和
168.55亿元。 另外，还有7家公司
营收超过10亿元，2家公司营收
不足1亿元， 分别是宝兰德和新
光光电， 分别实现营收7219.66
万元和9428.78万元。

值得留意的是，从营收增速

来看，有28家公司实现营收双位
数增长，其中，3家公司增速超过
50%，分别为航天宏图、睿创微
纳、 乐鑫科技， 分别同比增长
224.39% 、133.21% 、59.92% ，但
天准科技、杰普特、申联生物、沃
尔德这4家公司营收增速下滑。

态势良好但分化或继续

近七成营收双位数增长
唐志顺 画

TCL集团看好大尺寸面板
明年上半年或迎向上动能

A 股“入摩 ” 好戏连台 ，
MSCI 主题指数基金配置价值凸
显。 据悉，建信 MSCI 中国 A 股
指数增强基金正在销售中，在 A
股“入摩”第三次扩容宣布前，再
次为投资者提供了布局 MSCI
主题的机会。

作 为 一 只 指 数 增 强 型 基

金， 该基金将在对标的指数进
行 有 效 跟 踪 的 被 动 投 资 基 础
上，结合增强型的主动投资，力
争获取高于标的指数的投资收
益。 该基金将由建信基金金融
工程及指数投资部副总经理叶
乐天搭档新锐基金经理赵云煜
共同管理。

11 月 2 日，兴全基金 2019
泰山国际户外挑战赛开赛。继环
泰山户外徒步大会之后，作为兴
全基金首次支持的户外挑战赛，
也得到了来自海内外 6000 余名
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参与报名。

据了解， 兴全基金自 2018
年起在泰山户外徒步与挑战赛

中，引入公益步数捐。 与长期合
作伙伴担当者行动一起，发起参
赛者登泰山、积步数，通过配捐
为当地乡镇小学建立图书角，这
是兴全基金的公益升级，也是兴
全基金在公益之路探索的又一
尝试。

“七星伴月”，“逐鹿中原”
挖掘金矿，实现光华梦

目前光华在产的品种约为
40 个，但实际上拥有的产品批文
将近 300 个， 用黄坤荣董事长的
话来说，这是尚待挖掘的“金矿”。

马蓉副总经理说，公司实施
“七星伴月”的产品战略，整合现
有产品，以销售业绩和发展前景
为指标，将产品分为月亮产品小
柴胡颗粒，销售破千万的大七星
产品，极具市场潜力的小七星产
品，其他在产及抽屉品种的星星
产品， 以及正在研发的明星产
品，清晰又形象地体现了光华产

品的群星荟萃。 黄董常说，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这不仅指光华将
以月亮产品、大小七星产品为火
引， 带动产品生产与研发大势
头，也表达了对光华诸多产品在
国内外市场成燎原之势的期望。

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百年
老字号企业，绝不能囿于广东这
个舒适区， 光华制药抓住机遇，
大胆北上，拟以“一路三江六重
心”， 把产品市场拓展到中原地
区，从珠江流域逐步覆盖到黄河
流域和长江流域， 实现产品省

内、省外销售比例由 7:3 到 3:7
的华丽逆转，这便是公司制定的
“逐鹿中原”的营销战略。

据了解，光华人也有自己的
光华梦，马蓉副总经理说，期望
2020 年销售 10 亿， 利润超亿，
这个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在
2027 年计划实现销售 18 亿，建
设现代化生产基地。 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正如广
药集团李楚源董事长的期望，光
华制药未来向 50 亿、100 亿迈
进。

在广东外感风寒或感染流感，
大多数人会买一盒小柴胡颗粒，几
杯汤剂下肚， 病情很快就好转了，
其功效是立竿见影，很是好用。

马蓉副总经理介绍，如此明确
疗效，离不开独家传承东汉医圣张
仲景千年古方古法。 原来，非物质
文化遗产“小柴胡制剂方法”，含两

大组成部分，一是小柴胡方；二是
其古法制作工艺“去滓再煎法”，均
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
论》，至今已有 1800 余年的历史。
其独具“扶正祛邪”功效，善治外感
病，对感冒、流感及变异流感等具
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如在抗击非典
中效果显著，被列为“抗非三宝”之

一；在抗击“甲流”中以两天治愈并
退热不反弹， 疗效胜于西药达菲，
在世界中医药历史上创造了新的
奇迹。

所以，2005 年小柴胡颗粒收
载于《中国药典》，2009 年小柴胡
制剂方法成为广州市非遗保护项
目，2012 年成为广东省非遗保护
项目，同年小柴胡颗粒及其制备方
法获国家发明专利。 2015 年小柴
胡制剂方法被收载于广州市地方
志。 2018 年在公司兴建光华“医圣
堂”，2019 年初南阳医圣祠“归宗
大典”， 在医圣祠内兴建“小柴胡
馆”,打造小柴胡一脉传承的文化。

如今市场上有几十家企业生
产小柴胡颗粒，日本也在生产且产
量巨大。马蓉副总经理特意把日版
的小柴胡颗粒与光华小柴胡作对
比，“你看我们的小柴胡汤剂澄明，
无渣，口感好，疗效确切。我们从源
头抓药品质量，确信药材好，疗效
才能好，我们在山西、甘肃等地建
立中药材基地，始终坚持选择正宗

道地药材，如柴胡为正宗秦岭以北
的北柴胡， 控制药材生长年限，比
如黄芩只选取两年半生。 另外，药
材药用部分是根部， 我们选取纯
根，不带阳枝。 在制作工艺上我们
严格按照去滓再煎法的工艺进行
生产， 掌握并控制好工艺关键点，
确保产品质量。“

据了解， 小柴胡制剂方法，特
别是古法制作工艺“去滓再煎法”，
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制药工艺之
一。 光华制药在反复实践中，掌握
了“去滓再煎法“的奥秘。而副总经
理马蓉被认定为“传统医药类”小
柴胡制剂方法的第十代传承人。

如今，光华制药销售连续多年
保持着双位数增长，原研产品小柴
胡颗粒单品销售持续增长已接近
五亿，规模巨大。 2018 年底已经启
动中药国际化，光华制药将小柴胡
等中药品种推向国际市场，马蓉副
总经理透露， 未来 2-3 年在东南
亚市场上将会见到光华小柴胡颗
粒的身影。

光华制药
千年传承百年企业，
创造现代经营“奇迹”

在广州海珠区的纸厂片区处，有一条南石路，广州人俗称“南石
头”，相传天上掉下了块石头落在此处，而这恰好是广州的南方所以
得称，才有了如今的“南石路”。

光华制药正是串在这条路上的一颗明珠，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正
上演着不为人知的奇迹———千年传承的药厂， 竟然创造出上近 10
亿销售额，单就小柴胡颗粒就已名震大江南北，独战同类产品半壁
江山。

文 / 张华

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
第一要素。“以科技创造领先，以
质量铸就品牌”的理念一直指导
着光华全体员工的各项工作。马
蓉副总经理表示，任何困难都不
能把我们打倒，唯有质量。 白云
山光华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与质
量水平，提高 GMP 规范化管理
水平， 建立和完善质量保障体
系。

然而，取得的这些硕果统统
离不开员工的共同努力。 据了
解，光华制药在广药集团内部首
创了企业工人技师考评制度、职
称考评津贴制度、营销绩效考核
奖励制度等， 实行了人才双轨
制。这些细致又明确人才激励机
制对于一个国有老字号来说，实
属不易。

据马蓉副总经理介绍，公司
大刀阔斧的改革， 精简机构，时
至今日， 核心管理层只有 5 个
人，而绩效改革更激发了员工的

生产积极性，就连生产成本也大
幅度降低。 马蓉副总经理说，当
时员工把厂当家， 团结和谐，一
派欣欣向荣。 只要沉下心来做
事，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完美
极致，就能在各自的通道上不断
提升。 比如一线蓝领员工，可以
通过学习，从普通员工到助理技
师， 直到做到企业技师这一层

次。这使得一线工人的职业生涯
大有盼头，更加愿意花时间投入
工作，实现“工”到“师”的转变。

有效的人才激励考核制度，
大大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
性。 最终实现管理层精简高效，
技术人员钻研技术，蓝领工人主
动学习精专技术，企业打通任督
二脉，发展势如破竹。

绩效考核，激发员工积极性
搭建平台，人才上升有通道

百年老字号创新焕发新活力
走在广州海珠区南石路上，

老城区旧厂区映入眼帘， 这里曾
矗立着五羊摩托车厂、 第一棉纺
厂纺织厂、 丝绸印染厂……想当
年应该是一片繁荣的商业圈，如
今仅有光华制药这家中华老字号
焕发着青春活力。

据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蓉介绍，
光华制药诞生于 1912 年的珠江
之滨，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之初，是
我国华南地区最早西药厂之一，
沿革于唐拾义药厂发展而来，是
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国有控股
企业，拥有八大系列，数十个名优
产品。

产品线已经相当丰富， 但光
华人绝不会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
图享受成果。 就在今年 4 月，白云
山光华制药药物研究院成立，院
长由班子成员亲自担任。 马蓉副
总经理称， 成立药物研究院是公
司“一五三”战略中的三大举措之
一， 标志着光华转向科技创新型
企业。

光华高度重视科技与创新，
回顾光华创业历史， 满满都是光

辉历程。 马蓉副总经理说，当年，
光华创始人唐拾义先生跟随时代
发展潮流，提出 " 中药为本,西法
为用 "， 将中西制药进行创新结
合， 在光华公司创立之源头便立
下了勇于创新之根基。 第一届全
国劳模陈雨池不忍看到国人为疟
疾受苦而发奋学习、 日以继夜地
尝试“发冷丸”制丸技术的创新，
终于实现用国产原料制成“发冷
丸”。 光华前总工程师汪宗仁经过
不断的试验、配比，将小柴胡汤剂
改良为小柴胡颗粒剂， 在保证原
有汤剂药效的同时便于人们携
带。

近 10 年来，光华制药引进了
博士后等高端技术人才， 组建了
高素质研发队伍。 马蓉副总经理
表示， 现在也正在筹建总部研发
大楼， 同时还与中山大学苏微微
研究团队合作小柴胡颗粒上市再
评价， 与金株医药公司合作开发
二类新药等。 如此在人力、物力上
投入，做大、做强、做实研究院工
作，要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新药，造
福人类健康。

传承千年古方，忠于“去滓再煎”古法工艺
白云山光华小柴胡颗粒火遍大江南北

小柴胡生产过程

光华药物研究院成立时全体人员合影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马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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