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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登录

深交所中小板

据悉，5 月 8 日，瑞鹄汽车模具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通过 2020 年第 66 次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议，将于深交所中小

板上市。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4590 万股，

融资 4.96 亿元，将投向中高档乘用车

大型精密覆盖件模具升级扩产项目、基

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装自动化生

产线建设项目、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15 日，主营业务为汽车冲

压模具、检具及焊装自动化生产线的开

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主要产品有冲

压模具 ( 覆盖件模具、高强板模具 ) 及

检具、焊装自动化生产线，是国内少数

能够同时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汽车白车身

高端制造装备、智能制造技术及整体解

决方案的企业之一，目前已累计为全球

100 余款车型开发出车身材料成形装备

和 20 余条车身焊装自动化生产线。

襄阳奥利斯 5G 智能产业园开工

5 月 12 日，总投资 38 亿元的奥利

斯 5G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在襄阳

高新区开工，将大量采购注塑、冲压设

备。

该项目占地 540 亩，总投资 38 亿

元，将用 18 个月的时间，建设新厂房、

研发办公楼 60 万平方米，进口高端生

产设备 5000 余台，推动广东的冲压、

纳米注塑、锻压、面板、贴片、线材、

电池等上下游企业向襄阳转移，主要生

产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穿戴、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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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等 5G 物联网相关电子产品。

奥利斯公司的核心客户包括

VIVO、OPPO、华为、小米、联想、

惠普等，该企业 2018 年底在襄阳高新

区租赁厂房生产，2019 年实现产值 6

亿元。待奥利斯 5G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

园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可突破 80 亿元、

实现税收 4 亿元。

南皮农商银行 2000 万元支小再

贷款精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河北沧州鑫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

南皮县一家专业从事五金冲压件加工的

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后订单明显增加，

在计划加大产能的同时面临资金不足难

题。南皮农商银行在入户走访过程中得

知这一情况后积极跟进，仅用三天时间

就将支小再贷款资金 400 万元发放到

位。

自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专项再贷款政

策出台后，南皮农商银行主动对接发放

支小再贷款。由主管行长组织召开支小

再贷款工作推进会，并进行了专项调研

和调度，层层压实工作任务，明确了工

作重点和要求。同时，南皮农商银行领

导班子成员与基层网点员工一同走访企

业，了解市场需求情况，并肩作战的氛

围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截至 4 月末，南皮农商银行累计投

放专业额度支小再贷款 5 笔，发放金额

2000 万元，发放支小再贷款利率较之

前下浮了 7 个百分点，为企业节约融资

成本 150 余万元，为县域企业的复工复

产提供看得见的“真实惠”。

受汽车行业下行影响，祥鑫科技

业绩表现低迷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披露上

市后首份年报，在下游市场汽车行业萎

缩的影响下，公司业绩不及预期。

祥鑫科技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

专业从事精密冲压模具和金属结构件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拥有较先进的

模具制造技术和精密冲压技术，主要为

汽车、通信、办公及电子设备等行业客

户提供精密冲压模具和金属结构件。据

招股书披露，公司精密冲压模具的客户

包括广汽集团、一汽大众、蔚来汽车、

尼桑、安道拓、弗吉亚、法雷奥等。

2019 年 10 月，祥鑫科技正式登

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之后的 2020

年 3 月 21 日，祥鑫科技发布上市后首

份年度报告。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 15.97 亿元，同比增长

8.07%；归属净利润 1.51 亿元，同比

增长 7.36%；扣非净利润 1.46 亿元，

同比下降 1.14%；毛利率 24.67%，同

比下降 0.85 个百分点；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0.56 亿元，同比下降

29.41%。

通过对比往年业绩可以看出，祥鑫

科技最近两年的营收增长已经不及从

前，2013 年至 2017 年的营收增长率

分别为 50.41%、30.02%、18.62%、

33.83%、22.36%，而 2018 年

和 2019 年的增长率仅为 4.31% 和

8.07%。祥鑫科技在招股书中描绘了

一个业绩高增长的“故事”，然后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业绩，似乎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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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故事戛然而止。除了营业收入以外，

归属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也从前几年的

两位数增长骤然变脸成一位数增长，甚

至转为负增长。

祥鑫科技业绩增长停滞，主要是

2019 年中国汽车行业整体表现不佳，

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下游市场汽车行业

呈现出低迷的景象。

格力电器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

30 亿元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 月

21 日发公告称，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已发行完毕。据了解，格

力电器本期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总额为

人民币 30 亿元，期限为 90 天，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票面利率为 1.39%。

TCL 实业控股开始进军互联网

行业

天眼查数据显示，4 月 15 日，

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

更，经营范围新增互联网信息服务，互

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互联网文化活动

服务，增值电信业务。TCL 实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日本东芝宣布大规模停工 7.6 万

员工放长假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

日本东芝公司日前宣布，除了与电力、

铁路以及电梯等基础设施相关的维修业

务照常进行外，位于东京的总部和日本

各地工厂的所有员工，原则上从４月 20

日开始到 5 月 6 日为止将临时停工，一

共涉及大约 76000 人。

LG 电子部分家电生产线停工

据韩联社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LG 电子昌原工厂的出口烤箱生产

线 4 月 20 日至 5 月 15 日暂时停产。

LG 方面表示，该生产线的烤箱产品主

要出口北美地区，停产的主要原因是当

地疫情导致产品需求减少。

印度多地封城 小米、OPPO 等

工厂停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多地

陆续宣布封城，当地多家工厂更面临

停产问题。其中，手机品牌商小米、

OPPO、vivo 等厂均已确认暂停印度工

厂生产。印度是小米在海外最重要市场，

印度全面停产后势必将对公司营运造成

严重的冲击。

扬力集团推出 N95 折叠口罩全

自动、半自动生产线！

当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形势

仍然十分严峻，疫情防控物资需求量暴

涨，国内外口罩仍供不应求，口罩订单

应接不暇。扬力集团自转产平面口罩机

以来，已经成功交付 40 余套平面口罩

生产线，产品使用稳定，受到用户好评。

与此同时，扬力集团智能制造中心

成功开发出 N95 折叠口罩全自动、半自

动生产线！首批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

4 月底正式发售；现接受预定，欢迎有

需要的企业联系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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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电器一季报业绩预增

60% ～ 90%

小熊电器 4 月 13 日发布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预计盈利

8978.24 万元～ 1.07 亿元，2019 年

同期盈利 5611.40 万元，同比增长

60% ～ 90%。公司称报告期内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了现金管

理，收益同比增加。

比亚迪与日野合作开发纯电动商

用车

4 月 23 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比亚迪）和日野自动车株式

会社（以下简称日野）签署了战略商业

联盟协议，聚焦于合作开发纯电动商用

车 (BEVs)。

根据协议，双方将加快开发纯电动

商用车进程，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同时还将以合作开发纯电动商用车产品

为契机，充分结合双方在纯电动商用车

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在零售和其他

相关业务方面展开深度合作，以促进纯

电动商用车的普及。

比亚迪商用车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

商用车品牌，拥有纯电动客车、纯电动

卡车等电动化产品，自 2011 年全球首

批商业运营的纯电动客车 K9 在深圳投

入运营以来，运营足迹超过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300个城市，销量超过5万台，

纯电动大客车（10 米以上）累计销量居

全球第一。

锐科激光发布年报和季报 长期

看好市占率持续提升

锐科激光 2019 年实现营收 20.10

亿元，同比 +37.49%；归母净利润 3.25

亿元，同比 -24.81%，主要系 2019

年激光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受到竞争

对手价格战持续影响，公司根据市场情

况对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更具性价比

的激光加工手段在终端客户渗透加速，

部分应用行业需求提升明显，保证了公

司产品销量和市场份额的稳步提升。公

司毛利率 / 净利率 28.78%/16.84%，

公司销售 / 管理 / 研发 / 财务费用率

5.14%/1.98%/5.87%/-0.09%，整体

上升。

锐科激光 2020Q1 实现营收 1.35

亿元，同比下降 66.05%；归母净利润

0.11 亿元，同比下降 89.06%，主要系

公司位于武汉受疫情影响严重，订单发

货及验收受封城影响而停滞，但费用与

职工薪酬正常发生，目前产能已逐步恢

复到正常水平。

分业务看，脉冲光纤激光器 / 连

续光纤激光器实现营收 3.21/14.77 亿

元，同比 +44.02%/32.47%，毛利

率 15.73%/32.33%，同比 -17.05/-

17.13 个 pct。从市场份额看，IPG/ 锐

科市占率从 2018 年的 52.6%/17.8%

变动为 2019 年的 41.5%/24.3%，锐

科市占率提升 6.5 个 pct，在价格战

中市占率持续提升，继续占据占据国

内领先地位。从高功率产品情况看，

3300W/6000W 光纤激光器销售额同比

+40.33%/136.14%，12kW 光纤激光

器开始大批量出货，高功率进口替代进

程加快。此外公司完成了向上游特种光

纤、光纤器件、半导体激光器等的垂直

整合，特种光纤、高功率光栅等光学器

件顺利完成研制转产，激光器成本进一

步降低；公司收购国神光电51%的股权，

切入超快激光器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