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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市值第一股长春高新身陷业绩高增长疑云。

 10 月 26 日晚，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春高

新 股票代码：000661.SZ）发布了 2020 年三季报：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63.99 亿元，同比增长 17.55%；净利 22.6 亿元，同比增长 82.19%。其中，第

三季度净利 9.5 亿元，同比增长 84.91%。

 利润大增八成的消息，让长春高新当晚就登上了资本市场的“热搜榜”。 

成立于 1993 年的长春高新，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一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为生物制药、疫苗及中成药为主的医药研发、生产和销售，旗下有金赛药业、

百克生物、华康药业、高新地产四大业务板块；实际控制人为吉林长春新区

国资委。 

长春高新还是 A 股市场上知名的“千亿白马股”。2015 年以来，长春高

新股价节节攀升，最高时累计上涨超过 610%，超过同期贵州茅台 606% 的涨

幅；今年 3 月，长春高新盘中最高达到 552.6 元 / 股，为仅次于贵州茅台的

A 股第二高价股；长春高新市值超过 1500 亿元，也是东北地区所有上市公司

中最高，因此有了“医药茅台”和“东北市值第一股”的头衔。

 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的业绩高增长，让长春高新头顶荣耀和光环。但据《企

业观察报》了解，业绩高增长背后的长春高新，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光鲜。

业绩增八成存疑：公司利润怎么来的？

长春高新这份业绩大增的三季报出来后，投资者怀疑其财务造假的声音

不绝于耳，这对于长春高新来说，无疑是具有讽刺感的一幕。

 在“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下，投资者对于长春高新业绩的质疑，究

竟是地域歧视，还是确有其事？这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

 根据长春高新在财报中的表述，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大增，主要原因是

控股骨干医药企业收入增长及与金赛药业并表。长春高新在 2019 年 11 月完

东北第一股长春高新高增长疑云：
“操控利润”是地域歧视，还是确有其事？

国资入局北大破产校企背后：
实控人是如何搞垮北大未名集团的
北大方正集团与北大未名集团，北京大学的两大产业均告破
产，北大校企究竟怎么了？

FOCUS   02 >> VISION   05  >>

创立 7 年踏入纽交所 
名创优品资本“镀金”后何去何从
尽管名创优品在疯狂扩张，销售数据也十分亮眼，却
一直未能盈利。

VISION    04  >>

被做空 12 次的“跟谁学”
这次终于挺不住了？
跟谁学股价一直坚挺，直到最近它似乎有些扛不住了，一夜间
跌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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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 股股票。

中国能源建设因本次合并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

通。中国能源建设原内资股将转换为 A 股并申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葛洲坝在公告中表示，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国有企业进行兼

并重组，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国能源建设拟通过

本次合并，进一步促进内部资源配置集约化与业务发展协同化，发挥相关领域

全产业链优势，突出相关优势产业发展，提升公司价值创造水平，巩固提升中

国能源建设的行业领先地位与国际竞争能力。

有媒体注意到，本次间接控股股东整体上市，采取了大股东换股吸并 A 股

公司葛洲坝的交易方式，而非由 A 股公司吸并大股东。对此，资深投行人士王

骥跃对该媒体表示：“两种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大股东吸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需要换个代码；而上市公司吸并大股东，则代码不变。中国能源建设

在港股上市，葛洲坝若吸并港股公司更麻烦些。两种方式的选择主要是考虑操

作便利性，以及一些资质的延续性，本质上都是一家公司整体上市。”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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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晚，葛洲坝发布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能源建设的换股吸并方案，

重组完成后，中国能源建设将成为“A+H”上市公司，中国能建集团将完成

整体上市，葛洲坝将终止上市。这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程后首例央企上市

公司吸并重组。

当天，葛洲坝股价一字涨停，收报 6.7 元 / 股，市值达到 309 亿元。

根据公告的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中国能源建设拟通过向葛洲坝除葛洲坝

集团以外的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本次交易前，在

H 股上市的中国能源建设通过葛洲坝集团间接持有葛洲坝约 42.84% 的股权；

本次吸并完成后，葛洲坝将终止上市，中国能源建设将作为存续公司实现

“A+H”两地上市，并承继及承接葛洲坝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资质、

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葛洲坝最终将注销法人资格。

葛洲坝股东的换股价格为 8.76 元 / 股。综合考虑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并

对葛洲坝换股股东进行风险补偿，这一换股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的均价 6.04 元 / 股为基准，给予 45% 的溢价率。中国能源建设本次 A 股发行

价格为 1.98 元 / 股。

本次中国能源建设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的换股比例为 1:4.4242，即葛洲坝

换股股东所持有的每股葛洲坝股票可以换得 4.4242 股中国能源建设本次发行

国务院国资委：
双百企业年底前率先
实现契约化管理

■  作者  张宁

推动“双百企业”在今年年底前率先实现经理层任期制和

契约化管理。10 月 27 日，在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在广州召开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现场推进会上，国务院

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透露了诸多政策信息。

翁杰明表示，“双百企业”要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对“双

百行动”的新部署、新要求，在更高的起点，以更高的要求推

进改革各项任务完成，全力以赴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勇立改

革潮头、争当先锋表率。

下一步在纵深推进“双百行动”，翁杰明透露诸多政策信息：

加快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赋予“双百企业”更大的改革自

主权；

用好用足现行的股权、分红权、员工持股等激励政策，建

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支持“双百企业”积极探索超额利润分享、骨干员工跟投

等激励方式；

鼓励探索对“双百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差异化管控模式，

提高“双百企业”经营决策效率。

翁杰明介绍说，“双百行动”实施两年多来，400 余户“双

百企业”主动作为、综合施策，在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积累了一大批经验成效，同时改革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国资委数据显示，八成以上“双百企业”建立了董事会，

实现了外部董事占多数。半数以上“双百企业”有序实施了混

合所有制改革，有些已经成功上市。近 200 户“双百企业”在

本级开展了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或者推行了职业经理人

制度，覆盖面远高于其他国有企业。100 余户“双百企业”开

展了股权、分红权等不同方式的中长期激励。目前，“双百企

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超出中央企业平均水平 50.7%，近三年复

合增长率达 9.9%。

上市公司市场化程度更高，改革动力更足。根据会上发布

的“双百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有关进展情况报告，目前“双百

企业”中有 80 家上市公司，三项制度改革力度及效果整体优

于非上市公司，2019 年上市公司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工成本

利润率分别是非上市公司的 1.42 倍、1.47 倍。

翁杰明表示，各中央企业、各地国资委和“双百企业”要

在内部分配上更多向科技人才、关键岗位核心人才等群体倾斜，

使有限的激励资源能够“好钢用在刀刃上”。要在逐一梳理评

估的基础上，用好用足现行的股权、分红权、员工持股等激励

政策，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要支持“双百企业”积极探索超额利润分享、骨干员工跟

投等激励方式，更多采用增量激励，引导关键岗位核心人才为

企业创造更多增量价值，形成激励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良性循

环。

翁杰明说，各中央企业、各地国资委要指导推动“双百企

业”加快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配齐配强，外部董事原则上占

多数。要全面依法落实“双百企业”董事会的各项权利，保障

经理层经营自主权，坚持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保障董事会和

经理层有效履职。要加快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绝不能在管控

模式上搞“一刀切”，鼓励探索对“双百企业”实施更加市场

化差异化管控模式，提高“双百企业”经营决策效率。

翁杰明强调，“双百企业”要深入学习优秀企业改革经验，

聚焦治理机制、用人机制、激励机制等“三大机制”，着力提

升企业活力和效率。治理机制要更加注重制度化、规范化，用

人机制要更加注重差异化、市场化，激励机制要更加注重精准

化、多样化，更好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他提出，各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委要指导“双百企业”在

全面梳理评估之前改革方案和工作台账完成情况基础上，认真

对照三年行动有关要求，结合本集团和本地区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中的具体任务，进一步制定完善今后三年的改革方案和工作

台账，12 月底前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已完成的改革任务，要进一步巩固提升效果；未完成的改

革任务，要找准堵点，聚力攻坚；新确定的改革任务，要细化

实化举措，确保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领导小组办公室将

持续开展专项或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双百企业”

名单。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成了对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赛药业）29.5% 少数股东股权的

收购，因此公司自2019年11月起按99.5%的持股比例合并金赛药业的财务报表。 

财报显示，前三季度金赛药业实现收入 42.49 亿元，同比增长 16.35%；净

利润 19.89 亿元，同比增长 32.98%，是长春高新利润的主力。

“同样是并表，营收和经营现金净额都增长 20% 的情况下，净利润增长

了 84%，如此之大的差距明显不符合常理，这是怎么回事？”“净利润增长

了 82%，但是几个主要业务净利润增长都没超过平均数，那么增长的部分是

哪里来的？”

 “看不明白长春高新这份三季报了，一方面公司多买了 8.6 亿元的理财产

品，但是另一方面，公司短期借款增加了 3.75 亿元，长期借款增加了 1.8 亿元，

既然有钱买理财，怎么还要增加贷款？难道理财利息收益比贷款多？”对于长

春高新的这份业绩报告，多位投资者向《企业观察报》表达了质疑。

 截至目前，长春高新未就上述投资者疑问做出答复。

 事实上，长春高新在今年 8 月发布 2020 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时，就有投资

者指出，长春高新存在人为调节利润的嫌疑。

从上述财报对比可以看出，2020 年上半年金赛药业的收入与利润增速有

所放缓；在此基础上，2018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长春高新研发费用占研发投

入的比重为 86.64%、83.92%、64.90%，可以看出 2020 年上半年该项比例明显

下降；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下滑，2018 年至 2020 年上半

年分别为 12.80%、9.09%、7.39%。

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与一些大药企将研发投入完全进行费用化处理

的方式不同，长春高新对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方式为，进入临床前的研发确认

为研究阶段，进入临床后的研发确认为开发阶段。研究阶段所发生的所有支出，

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根据其风险程度分别计入当期损益或开发

支出。而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占研发投入比例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