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数据发
现，截至 2021 年 7月，工信部已公布
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企
业数量从首批的248家，到第二批新
增1744家，再到第三批新增2930家，
累计认定的“小巨人”企业达到4762
家（剔除第二批 160 家未公示企业）。

相比全国其他省份，广东省累计
已认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433家，总量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二
名，仅次于浙江省。

记者统计广东433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地市分布数据
发现，其中，深圳170家、东莞 81家、
广州70家、佛山35家、惠州26家、珠
海12家、韶关7家，中山、江门和肇庆
各6家，汕头、揭阳、清远各3家，潮州
2家，湛江、茂名、汕尾各 1家，阳江、
梅州、云浮、河源尚空缺。

另外，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除
了培育 4762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外，还带动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4 万多家，入库企业
11.7万家。

A“小巨人”全国总量近5000家

在政策上，对专精特新的扶持政
策持续加码。2021年2月，财政部、工
信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在

“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将通过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安排100亿元
以上奖补资金，引导地方完善扶持政
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分三批（每批不超
过三年）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重点“小巨
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在资金、人才、孵
化平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
为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指
明了方向。今年 5 月，工信部公布

“建议支持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名单（第三批第一年）”，其中
有 46 家广东企业上榜。截至目前，
三批“建议支持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累计151家
广东企业入围。

作为国内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广东汇聚了诸多的专精特新企
业，更是出台多重政策加持“专精特
新”企业。今年3月，《广东省进一步
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
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省对国家
新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

予一次性奖励，并鼓励各市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

在金融支持方面，今年4月以来，
广东省工信厅已与中国银行广东省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开展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融资服务行动计划，
分别将为全省“专精特新”企业注入总
授信额度 1000 亿元、2000 亿元的融
资支持，并量身打造一系列融资服务
产品，政银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

记者从广东省工信厅获悉，广东
省工信厅预计在今年6月出台《关于
加快培育优质企业 打造世界一流企
业群的实施意见》，加快构建以“链
主”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等为代表的优质企业梯次培育
发展的体系，预计到 2030 年将培育
100家省级“链主”企业、1000家省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及 10000 家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而广东省各地市也相继出台政策，
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
路。例如，今年4月，《广州市“专精特
新 ”中 小 企 业 培 育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2-2024）》提出，未来三年将每年安
排约3亿元“真金白银”，推动行动方案
不打折扣落地见效，预计到2024年累
计培育50家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
业、25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B政策“真金白银”扶持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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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各产品五星名单出炉
广发基金名列前茅

近日，权威评级机构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
最新五星评级名单出炉，各家公募基金在不同产
品类型上的管理能力浮出水面。在经历了今年一
季度的深度震荡调整后，仍然能收获五星评级的
基金公司实属不易。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一季
末，在不同产品类型上获得多项五星评级的基金
公司中，广发基金包揽混合、股票、二级债、QDII
等四大单项，为上榜次数最多的基金公司；易方
达、财通基金两家公司各有三大单项上榜。（杨广）

狗绳生意半年大卖近3亿

公开资料显示，源飞宠物主营业
务为宠物牵引绳和宠物零食，主要从
事狗咬胶、宠物带及宠物配件的研发、
设计、生产及销售，年生产宠物牵引带
5000万条、狗咬胶7100万公斤。

狗绳的生意能做多大？不妨来看
下源飞宠物的业绩表现。数据显示，
2018年、2019年、2020年及2021年上
半年，源飞宠物实现营业收入4.35亿
元、5.15亿元、6.08亿元、4.79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18.32%；实现归母净利
润6282.14万元、5491.15万元、8319.80
万元、5688.96万元。其中，公司宠物牵
引用具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54.81%、64.27%、58.01%和
61.90%；宠物零食销售收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0.22%、30.90%、
36.76%和33.79%。从2021年上半年销
售金额来看，两大业务分别录得2.95亿
元和1.61亿元。也就是说，仅去年上半
年，公司“狗绳业务”就大卖近3亿。

据招股书，本次预计发行3410万
股，约募集资金4.09亿元，用于年产咬
胶3000吨、宠物牵引用具2500万条产
能提升项目等。掌舵源飞宠物的，是一
位75后温州男人——庄明允。庄明允
今年45岁，现任源飞宠物董事长、总经
理。1996年中专毕业后，庄明允加入
家族企业远飞宠物玩具制品厂，也就是
源飞宠物的前身，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庄明允曾聊起他和小动物之间的
缘分：由于小时候生病，导致行动不
便。父母听信奶狗大补的民间偏方，
就托人弄了几只刚出生的小狗养在家
里。他天天喂养它们，互相陪伴。后
来知道小狗是给他补身体用的，庄明
允经常偷偷把狗狗们藏在自己房间。
从那时开始，“关爱动物”的种子就开

始埋在庄明允心底。
2004 年，源飞宠物设立。一开

始，庄明允只是做狗咬胶生产，业务相
对单一，后来才逐步拓展到宠物零食、
宠物牵引用具、宠物玩具等领域。

过半产品二次委外生产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 年中国
宠物经济产业研究报告》，宠物行业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2020 年中国宠物
经济产业规模达2953亿元，同比增长
33.5%，2015-2020 年复合增长率为
20.2%，预计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
3942亿元。不过，报告期内源飞宠物
的营收复合增速只有 18%左右，而净
利润则出现波动，复合增速更低。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源飞宠
物业务以出口为主，走的是贴牌代加工
的模式，其中一半产品二次委外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97.36%、94.91%、
95.50%和 95.74%；内销收入占比只有
2.64%、5.09%、4.50%和4.26%。

对此，发审委会议就“发行人外协
生产模式占比约50%”提出询问，请发
行人代表：说明大量采取外协方式生产
的原因、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符合行
业惯例；说明自产和外协单位成本差异
较大的原因,外协价格的定价公允性等。

保荐机构前保代突击入股

值得关注的，还有源飞宠物提交
上市前最后一轮增资的股东。据证监
会官网披露，源飞宠物首次提交 IPO
申报稿是在2021年 6月 28日，而在此
前半年的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突
击完成了一轮股东增资。

据招股书，此次新增了 957 万股
股份，由平阳晟进、平阳晟飞、金达胜

参考公司的盈利状况以每股 6.5 元的
价格以货币方式认购。其中平阳晟进
认购86.5万股，平阳晟飞认购860.5万
股、金达胜认购 10 万股。公司称，本
次增资系员工持股平台增资入股，同
时引入外部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股东金达胜
背后的实控人引发外界关注，天眼查
信息显示，金达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为无锡金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实
控人是钟丙祥。

而钟丙祥的另一重身份，为此次
源飞宠物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投行
部前保代兼投行六部总经理。中国证
券业协会登记信息显示，钟丙祥执业
岗位是“保荐代表人”，其2015年从平
安证券离职加入到光大证券，并于
2019年 9月 22日离开光大证券，目前
登记状态为离职注销。

离职后仅半个多月，钟丙祥就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成立了无锡金达，
三个月后于 2020 年 1月 20 日办理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于5月 29日成立
有限合伙企业金达胜，于7月8日办理
私募基金备案，并于 12 月 28 日最终
完成对源飞宠物的入股。

钟丙祥还以“证券事务部顾问”的
身份参与了源飞宠物的员工持股平台
平阳晟雨。该持股平台在钟丙祥从光
大证券离职后三个月成立，钟丙祥出
资 800 万元，持有平阳晟雨 21.33%的
份 额 ，而 平 阳 晟 雨 持 有 源 飞 宠 物
7.33%的股份，股权穿透后，钟丙祥最
终持有源飞宠物1.56%的股份。

通过金达胜和平阳晟雨，钟丙祥
出资 865 万元控制了 1.66%的源飞宠
物股份。如果上市成功，即便不考虑
新股涨幅，仅按主板23倍的发行市盈
率算，源飞宠物的市值也有 19 亿，钟
丙祥 1.66%的持股价值约 3100 万元，
等于一次就赚了两千多万。

一根狗绳也能撑起一桩IPO
源飞宠物或成“宠物牵引用具第一股”

上投摩根基金：下半年重点关注三个方向

今年以来，受疫情扰动等内外因素的影响，A
股市场表现相对疲弱。上投摩根基金近期发布
2022下半年权益投资展望，表示当前影响市场
的负面因素已趋于缓和，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企
业逐步复工复产，市场最悲观的阶段或已过去，
A股有望在二季度筑底。行业方面，下半年重点
关注银行、基建、地产、家具家电等稳增长受益板
块，供需情况良好的军工、新能源产业链等成长
赛道，以及逐步走出低谷的消费行业。（杨广）

景顺长城黎海威“四年磨一剑”：
中国式ESG已条件成熟

近日，景顺长城的副总经理黎海威在 2022
年终于亮出了他的“新武器”——景顺长城ESG
量化股票基金。这只基金将建立在景顺长城实
力雄厚的量化研究基础上，也借鉴海外最新的
ESG投资理念。同时，这个产品也将由黎海威
和其量化团队中的基金经理周春泉共同掌管。

黎海威说，做一只ESG量化基金的想法起
于 2018 年，但筹划、研究、模拟投资、等待相关
条件完善，他和团队积累了足足近4年，黎海威
表示，ESG基金可以做了！ （杨广）

华夏低碳经济重磅发行

5月份以来，A股市场开始逐渐企稳反弹。据
悉，由环保名将吕佳玮实力担纲的华夏低碳经济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将于2022年5月30
日起正式发行，通过布局低碳经济帮助普通投资者
通过基金投资，分享低碳经济发展的时代红利。

此次新基金的发行，吕佳玮将延续投资风
格，为投资者提供低位布局，捕捉低碳经济发展
机遇，如果看好未来中国“双碳”目标下新能源
发展机遇，以及高景气制造业升级机遇，不妨关
注华夏低碳经济基金。 （杨广）

建信基金为个人养老金投资提供丰富选择

经过近年来的良好管理运作，公募养老FOF
为投资者创造了良好回报。随着业绩成效有目
共睹，叠加个人养老金政策落地利好，养老FOF
产品有望成为个人养老投资重要选择之一。近
期，建信基金“养老投资专家”梁珉再度带来新

“基”——建信普泽养老目标日期 2050 五年持
有期FOF，以期丰富个人养老投资选择。建信
普泽养老目标日期 2050 将延续建信基金养老
FOF投资团队始终坚持的投资理念，并通过“下
滑曲线”模型构建科学灵活的投资组合。（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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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专精特新”企业如何才能
发挥大能量？未来又该如何加大培
育重点布局？今年3月，广东省工信
厅厅长涂高坤介绍称，全省“专精特
新”企业九成以上分布在制造业，涉
及高端装备、医药生物、新能源、新一
代电子信息、新材料、智能汽车等众
多领域，近五成“专精特新”企业属于
工业“四基”领域，“专精特新”企业营
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5%，挂牌上市
企业超过200家。

广东该如何布局“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
会会长彭澎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方
向是对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承担起“补
链”“强链”作用，而广东把“专精特
新”支持方向重点放在制造业领域，
显然跟全省产业结构是吻合的，并建
议利好政策向与战略性产业集群或
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业进行适当
倾斜。

“规模、技术是未来大湾区制造
业发展的两个方向。”广发证券全球
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则表示，传统制
造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要着力提
高制造业零部件的标准化水平，使企
业能实现跨赛道、跨行业的发展。同
时，标准化还是产品个性化的基础，
能大大降低企业工业软件使用、个性
化产品开发的成本。

作为 2020 年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爱玛数控的董事长王
国权对此深有感触。王国权表示，智
能裁切就是一个典型依靠“规模+技
术”的领域，依靠着亚洲制造业在柔
性材料生产方面的规模优势，爱玛数
控沿着技术创新取得成果、申请专
利、制定标准的路径，在过去三年几
乎是引领了整个行业的新一轮发
展。“我们上个月刚创立二十年，从一
开始在智能裁切领域的最后一名，到
今年年底就要成为全球这个领域的
第一名。”王国权自豪地表示。

C专家把脉“专精特新”培育方向

一根狗绳居然也能撑起一桩 IPO？5
月 13日，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源飞宠物”)深交所主
板 IPO 顺利过会，即将登陆 A 股，成为
“宠物牵引用具第一股”。

宠物经济火爆之下，宠物行业公司正
不断冲刺 IPO。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
早在 2017 年，佩蒂股份、中宠股份就已
相继登陆A股。2020年以来，天元宠物、
福贝宠物、路斯股份、乖宝宠物、源飞宠
物等也纷纷递交招股材料，计划在A股
或北交所上市。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广东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分布情况

总入选
企业数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深圳 8 28 134 170
东莞 0 36 45 81
广州 5 18 47 70
佛山 0 15 20 35
惠州 2 8 16 26
珠海 0 9 3 12
韶关 0 2 5 7
中山 1 2 3 6
江门 0 0 6 6
肇庆 1 0 5 6
汕头 2 0 1 3
揭阳 1 0 2 3
清远 1 1 1 3
潮州 0 2 0 2
汕尾 0 1 0 1
湛江 1 0 0 1
茂名 0 1 0 1
合计 22 123 288 433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生力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更是这一群体的“领头
羊”。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
局公示了“关于建议支持的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第三批第
一年）”，全国共有546家企业入选，
有46家粤企上榜。截至目前，广东
已有433家企业入围工信部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单，151家企业入
围“建议支持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名单”。有专家表示，广
东加速“专精特新”企业的培
育，对产业链供应链承担起
“补链”“强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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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巨人”企业总量全国第二
433家粤企已被认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