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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交所交易小贴士

踏准三条主线 北交所投资机遇“看得见”

●本报记者 胡雨 周璐璐 林倩

市场翘首以待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今日开市。 券商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北交所给

中小型高端制造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包括工业、信息技术、原材料行业等，建议投资者从公司

质地、产业链状况、产业政策等不同维度挑选优质公司，理性参与北交所市场。

专精特新公司数量充足

北交所根植于新三板，主要服务于创

新型中小企业，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 在分

析人士看来，北交所开市后，中小型高端制

造企业迎来投资机遇，从行业角度看，则以

工业、信息技术、原材料行业为主。

在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看

来，当前新三板市场已是中小企业，尤其是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 在新

三板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融资的背景下，当

前新三板的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势头较好。

荀玉根从业绩角度分析，据2021年半

年报数据和全部A股以及新三板挂牌公司

整体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2021年上半

年，新三板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业绩相

对较好。 进一步对比各板块整体的财务指

标发现，新三板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盈利能力和研发投入上均处于前列，其

“质量效益优、创新能力强”的定位凸显。

浙商证券策略分析师王杨称，在定位

上，科创板服务于有专长的科技型创新企

业，创业板服务于成长型创新企业。 北交

所服务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制度安排上

更加适应中小企业发展和成长规律。

根据安排，北交所开市后，新三板精

选层的公司整体平移进入北交所。 王杨表

示，整体而言，精选层企业在盈利、持续经

营或研发等指标上有突出表现，基本面相

对占优。

“精选层和准精选层公司中， 主要以

高创新要素含量的行业为主，传统行业企

业占比不到10%。 ”

在开源证券中小盘首席分析师任浪看

来， 北交所聚焦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要以中

小型高端制造企业为主， 体现出比原有精

选层公司更高的成长性。“北交所建立的三

大目标之一即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 企业，第三批入选专精特新‘小巨人’

的2930家企业中有213家来自新三板。 ”

任浪表示，从新三板层次角度看，新三

板专精特新企业主要来自基础层与创新

层，分别占比63.85%、30.52%。从行业角度

看，工业、信息技术和原材料为本次新三板

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中占比较

高的行业， 分别占到本次入选企业的

38.50%、27.23%、15.49%。 从市值角度看，

市值位于0至5亿元的公司达150家， 占比

70.42%。

“可以看到， 原有新三板的专精特新

公司主要为高端制造的中小市值企业，并

且基础层和创新层储备的专精特新公司数

量充足。 ” 任浪称。

多维度挑选优质公司

在定位上， 北交所服务于创新型中小

企业， 在制度安排上更加适应中小企业发

展和成长规律。针对中小企业的情况，机构

建议，可根据公司质地、产业链状况、产业

政策等不同维度挑选优质公司。

安信证券首席新三板分析师诸海滨表

示，北交所投资主要存在三类逻辑：一是成

长型投资。北交所公司具有交易价格、流通

股比例相对高的特点， 新股高估值的消化

时间较短。同时，北交所集中了大量处于成

长期的公司，适合做成长型投资。二是产业

链投资。 北交所企业大部分是某一细分领

域的龙头， 往往属于某一长产业链的一部

分。在产业链景气度较高时，细分行业龙头

公司往往会获得较好的成长。 三是ESG等

另类投资逻辑。 ESG投资由于其本身关注

财务指标之外的公司在环境、 社会和公司

治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信息， 北交所由于

存在较长链条，非常适合此类另类投资。

与诸海滨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王杨，

他提出了自上而下梳理精选层的投资策

略， 主要有三条线索： 首先是公司质地方

面，盈利能力要强。精选层和准精选层企业

中，部分企业在规模、盈利、成长能力等方

面优于其他企业。

其次是产业政策方面，王杨指出，要属

于专精特新类公司。 工信部在选拔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时，对行业、发展时期、发

展潜力、科技含量、财务指标等有一定要

求，从这个角度看，专精特新相关标准与精

选层公司有一定相似之处。

最后是估值维度，投资者要关注流动

性改善的影响。

除了首批将要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之

外，对于北交所上市“后备军” ，机构也进

行了及时瞄准。 根据中金公司粗略估算，

满足北交所上市条件（创新层挂牌满12个

月，且符合相关财务标准）的创新层公司

有708家，当前挂牌总市值7333亿元，多为

中小市值企业（市值在10亿元以下的公司

占比为74%），主要分布在机械制造业、电

子、互联网等领域。

广发证券分析师倪赓直言， 北交所

“后备军” 及精选层企业具备以下特征：相

对集中于工业和信息技术行业；估值处于

较低水平；规模相对较小，盈利能力有限。

申万宏源新三板首席分析师刘靖为投

资者梳理出了“掘金” 新三板的几个方向：

一是精选层申报中的个股；二是大市值、低

发行底价、高景气赛道的个股；三是精选层

申报后备军，深挖基础层和创新层标的。

关注成长 规避风险

从设立北交所的消息发布之后，新三

板市场交易火热，投资者关注度不断提升。

刘靖表示，不宜高估短期情绪的影响

而低估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 只要优质公

司定价能向沪深市场靠拢，未来北交所上

市的优质公司将越来越多，要重视这种长

期的正向循环。

“关于北交所开市后的‘虹吸效应’ ，

预计整体影响可忽略不计。 即便考虑投资

者门槛降低、活跃度升级，其影响亦微乎其

微。 ” 倪赓表示，中长期看，北交所将提升

资本市场中小市值、新兴产业结构占比，有

利于提升成长股风险偏好。

北交所明确， 个人投资者准入的资金

门槛为证券资产50万元，机构投资者准入

不设置资金门槛。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陈达飞

告诉记者，平移精选层至北交所，从场外交

易到场内交易，会有更完善的制度，也会有

更多元的投资者参与。从市场流动性来看，

精选层公司平移至北交所之后， 个人投资

者资金门槛为50万元是合理的。 随着市场

体制机制完善，未来还有下降空间。

投资者门槛降低了， 流动性也有望提

升。诸海滨表示，北交所投资者户数大幅提

升，流动性不再成为主要担忧因素。考虑到

北交所专精特新的定位和吸引力， 开通北

交所交易的投资者户数预计会较快增长。

当前市场流动性不足不再是主要矛盾，对

于公司的选择特别是成长型投资将是主要

投资策略。

“新三板公司数量众多， 质量分化较

大， 北交所的推出是为了帮助优质的公司

实现更加快速的发展。 ” 开源证券总裁助

理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强调， 针对不同类

型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建议关注不

同类型的公司。对于非专业的个人投资者，

建议重点关注北交所已上市的公司， 从中

寻找具备核心竞争力且能持续成长的优质

公司。 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在投资北交所上市公司之外，可关

注创新层或基础层公司， 从中寻找未来能

够在北交所上市的潜力股， 从而实现提前

投资布局。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所所长

陈雳说， 北交所首批上市企业整体质量较

好，但要注意两方面的风险：一是部分公司

股价短期涨幅过大、估值过高；二是北交所

上市企业大多属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

虽然成长性较高，但相对于成熟企业，经营

风险偏高。

对于网上申购，诸海滨认为，参与北交

所网上申购对投资者来说是有益的资产配

置领域，投资者参与申购应注意两个要点：

一是合理的发行价格，二是专精特新属性。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个人投资者入市“门槛”

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

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不包括该投资者

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且参与证券交易

24个月以上。

交易方式

1、竞价交易：

采用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两种方式。 集合竞价是

指对一段时间内接受的买卖申报一次性集中撮合的竞

价方式。 连续竞价是指对买卖申报逐笔连续撮合的竞

价方式。当前竞价交易阶段未成交的买卖申报，自动进

入当日后续竞价交易阶段。

2、大宗交易：

股票交易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

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可以采用大宗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交易日为每周一至周五。 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北交

所公告的休市日休市。采取竞价交易方式的，每个交易

日的9:15至9:25为开盘集合竞价时间，9:30至11:30、13:

00至14:57为连续竞价时间，14:57至15:00为收盘集合

竞价时间。

交易申报

北交所接受交易参与人竞价交易申报的时间为每

个交易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每个

交易日9:20至9:25的开盘集合竞价阶段、14:57至15:00

的收盘集合竞价阶段， 北交所交易主机不接受撤销申

报；在其他接受申报的时间内，未成交申报可以撤销。

通过竞价交易买卖股票的， 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

低于100股。卖出股票时，余额不足100股的部分应当一

次性申报卖出。 股票竞价交易单笔申报最大数量应当

不超过100万股。股票交易的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人民币。

涨跌幅限制

北交所对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 涨跌幅

限制比例为30%。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股票交易无价格涨跌幅限

制：（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

易首日；（二）退市整理期首日；（三）中国证监会或被

北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竞价交易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 北交所可以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一）盘

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30%的；（二）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

下跌达到或超过60%的。

单次临时停牌的持续时间为10分钟， 股票停牌时

间跨越14:57的，于14:57复牌并对已接受的申报进行复

牌集合竞价，再进行收盘集合竞价。

新股申购

申购单位：每一个申购单位为100股，申购数量应

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且不得超过9999.99万股。

申购限制：投资者参与申购，应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申购一次。 同一投资者对同一只股票使用多个证券账

户申购，或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申购多次的，以第一笔

申购为准。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 （T日为申购

日）日终为准。

申购资金缴纳： 投资者应当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的要求在申购时全额缴付申购资金、 缴付申购保证

金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申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