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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抓紧时间聊，后面还
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见到记
者，卞晶这样开场。而当她坐
下来后，手机消息一个接一个，
她略带急切地解释道，尽管现
在自己已是高级处经理，但每
天的工作量依然很大。

卞晶身材微胖，一头中长
发干净地盘在脑后。对话中，
她笑容始终挂在脸上。她坦
言，若无意外，她现在应该是一
位中学教师，在家相夫教子，度
过安稳的一生。而“意外”却在
2001年发生了。

说是意外，实际是“有意为
之”。1993年毕业后被分配在
机关做秘书的卞晶，突然辞职，
用她的话说，这种“养老式”的
工作不适合急性子的自己。她
想要的是成长、更快地成长。

辞职后的她面临家庭和事
业两个方向的抉择。最终，为了

照顾家庭，卞晶从家乡济南来到
洛阳，和丈夫一起在当地学校做
了教师。接下来的5年里，她办
过教育机构，做过家庭教育指导
师，并在洛阳母亲教育协会做了
4年的公益活动。“那时候也是在
等待机会。”她说。

直到2008年平安人寿洛
阳中支成立区拓部，卞晶获悉
暗喜：机会终于来了！因为
2001年辞职后，她在济南有过
保险营销的从业经历，辗转多
个保险机构后发现，平安人寿
的口碑、培训机制和专业度在
业界都是公认的。“所以我一定
要抓住这次机会。”她说。

回望当年，卞晶感慨：38岁
加盟平安，不仅让她的家庭收
入成功开源，也让她收获了友
谊、获得了认可与荣耀。

加盟平安后，得益于平安

对优秀产品和对优质团队的信
任，卞晶正式成为平安人寿河
南分公司洛阳中支区拓部创始
成员之一。但困难也随之而
来：作为刚成立的小部门，区拓
部若不快速发展、提升绩效，就
可能会被归并到营销部门去。
卞晶明白，关键节点，必须要有
一个课室出来挑大梁。

“当时我们部门才35个人，
而一个课要求至少50个人。在
团队建设方面，区拓部的要求
很高，所以留存人员并不容
易。”卞晶表示，前3年，人员流
动性很大，在此期间，区拓部先
后新进3个主管，但最终留下来
的只有她和另一个课长。

最艰难时她也想过要放
弃，但最终，她选择咬牙坚持。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为什么
把苦其心志放在第一位？”卞晶
突然提高了声音：“其实古告诉
我们：面对困难时，首先要经受
住来自内心深处的挑战。”在卞

晶看来，当一个人终于战胜自
我并实现超越时，已经不仅仅
是完成一项工作这么简单，而
是蜕变为一个集教育家、激励
大师、军事家和心理学家于一
体的“杂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
了团队管理者转型的考验和提
升之后，卞晶负责的区拓部越
来越壮大，团队由最初的35人
逐步扩容至将近600人。

她的办公室挂了一幅“海
纳百川”的题字。她解释说：

“随着团队日益壮大，团队长需
要包容的东西就越多。销售行
业有一句话，‘你的胸怀是被你
所承受的委屈撑大的’，我很认
可。”

卞晶直言，加盟平安11年，
她始终坚信一个道理，吃得苦
中苦，方为人上人。“感谢平安，
让我的汗水没白流，让我人到
中年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
身”。她这样表示。

截至 10 月 30 日上午收
盘，38家已上市科创板公司股
价全部上涨，16家公司股价翻
倍，占比近五成。其中，涨幅最
高 的 是 南 微 医 学 ，涨 幅 为
214.22%。

值得注意的是，当日N昊
海、N赛诺为首日开盘交易股
票，发行价格分别为89.23元/
股、6.99元/股。当日上午，这
两只股票表现非常抢眼，尤其
是N昊海，一度上涨227%。

在38只科创板股票当中，
价格在百元以上的股票共有6
家，分别为南微医学、乐鑫科
技、心脉医疗、柏楚电子、安集
科技、N昊海。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统计，股票价格上涨幅度在
50%以下的公司也有6家，分
别是中国通号、容百科技、晶丰
明源、新光光电、天准科技、传
音控股。其中，传音控股股价
上涨幅度为25.34%，是科创板
股票增长幅度最低的公司；但
股票价格最低的为中国通号，
价格仅7.92元/股。

尽管中国通号的股价是
38家科创板股票股价最低的，
但由于发行规模大，却又是科
创板的市值王，达858亿元，澜

起科技则以 695亿元位居第
二，遥遥领先其他科创板公司。

根据中国通号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其发行18亿股新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5.85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105.3亿元。

就新股发行量和募集资金
规模而言，中国通号在科创板
的公司中都是最大的，也是科
创板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新股
发行量超过10亿股，也是唯一
一家募集资金超过100亿元的
公司。

截至10月 29日，市值超
百亿元的企业有 21家，热景
生物以 35.88 亿元的市值垫
底。

但整体来看，科创板股票
的交易，与刚开市交易时的火
爆交易程度相比，换手率、交易
额均出现大幅下降。日均换手
率由七八月份的30%~40%降
低至4%~7%。

交易额方面，板块日均成
交额从8月初的300亿元降至
8月中旬至9月上旬的100亿
元至200亿元，10月以来进一
步回落到50亿元至70亿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张岸元表示，9月中旬以来，
科创板各公司股价同历史高位
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
这是市场对基本面、政策面和

资金面变化的正常反应。在经
历了最初没有涨跌停限制的交
投活跃阶段后，市场逐步回归
理性。

截至10月30日，在38家
挂牌公司中，已有29家公布前
三季度财务报告。其中，多家
公司业绩显著增长，仅几家公
司营收、净利润下滑。

铂力特是首家披露三季报
的科创板公司，其前三季度营
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增长
34.85%、187.44%；嘉元科技
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增长
48.52%、152.39%；天宜上佳今
年前9月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
别增长2.18%、1.72%。

10月 28日，中微公司披
露三季报，前三季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9.14%。是目前披露三季报
的科创板公司中净利润增幅最
大的公司。

据了解，中微公司的增长
得益于产品逐步打开市场。该
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公司研
发方向和产品符合市场趋势和
需求，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各产品的研发成果均取得先进
客户的认可，客户验证情况良
好，巩固了公司的竞争优势。

天准科技2019年前三季
度营业收入为 2.95 亿元，较
2018年同期下降19.0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41.81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80.12%。

该公司在业绩说明中表

示，公司业绩变化最主要原因
是收入的季节性变化和费用的
持续增长。另外，公司前三季
度来自主要客户苹果及其供应
商的收入不如预期，收入结构
变化导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
降。

此外，科创板第一股华兴
源创第三季度营收9.94亿元，
同比增长22.7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3亿
元，同比下降21.66%。

华兴源创称，尽管报告期
内公司收入规模持续上升，但
由于人员、研发技术投入、管理
规模等因素导致的营业成本、
其间费用等的较快增长，使得
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
降。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表示，
科创板公司属于以科技创新为
导向的成长期公司。在成长早
期阶段，企业业绩波动较大也
属于正常情况，预计随着后续
政策支持及高研发支出占比作
用显现，可能将出现盈利稳定
及环比改善的趋势。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了解到，截至目前，上交所共受
理了166家申请企业，共有63
家科创企业获得发行注册许
可。

从区域分布来看，北京33
家、江苏28家、广东28家、上
海23家、浙江14家，位列申请
数量的前5名。

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
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生物科技、新材料、节

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目前，河南共有洛阳建龙

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信大捷安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３家企业申报科创
板。

建龙微纳于4月30日申
请科创板上市获受理，10月16
日过会，目前已经注册生效。
科隆新能源已问询，信大捷安
处于已受理阶段。

据悉，建龙微纳主要从事
无机非金属多孔晶体材料分子
筛吸附剂相关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业务。主要应
用于气体分离与净化、富氧燃
烧等领域，产品销售到美国、法
国、德国以及非洲、东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

科隆新能源主要从事锂电
池正极材料及其前驱体、镍系
电池正极材料，以及二次电池
和电池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信大捷安在安全芯片领
域，是国内不少手机厂商的终
端芯片供应商，合作伙伴包括
华为、小米、中兴、酷派、海信等
手机知名品牌。

在科创类企业争相分享资
本市场改革红利的时候，也有
些企业止步于科创板门外。

根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统计，目前，共有木瓜移
动、华夏天信、贝斯达等13家
企业科创板 IPO处于终止状
态。其中，有11家企业系主动
撤回申请，占比达84.6%。加
上不予注册的恒安嘉新、终止
注册的利元亨和世纪空间，目
前共有16家发行人在科创板
IPO折戟。

16家公司股价翻倍，最高上涨214.22%

科创板开市百天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10月30日，是科创板股票上市交易的第101天。
截至10月30日上午，上海证券交易所共受理了

166家企业，其中，63家企业获得发行注册许可，38
家实现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根据Ｗind数据，
16只股票股价增长1倍以上，增幅最高的为南微医
学，其发行价格为 52.45 元/股，最新收盘价格为
164.81元/股，上涨了214.22%。

卞晶：加盟平安，让我华丽转身
从教师到高级处经理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文图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
回头。”这句话用在70后卞
晶身上再合适不过。18年
间，她三度进出保险行业，
一路走来披荆斩棘，从家乡
济南到定居洛阳，从人民教
师到加盟平安，并做到高级
处经理。平安人寿河南分
公司洛阳中支卞晶前进的
脚步从没停歇。

“平安情结”难释怀
38岁终于拥抱平安

干大事的人
要有“杂家”的胸怀

16家公司股价翻倍

三季报业绩分化

16家企业IPO折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