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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发行价对应市盈率25倍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年修订），瑜欣电子所属行业
为“C34通用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
市盈率为26.95倍，最近一个月滚动平均
市盈率23.78倍（截至2022年5月10日，
T-3日）。本次发行价格25.64元/股对
应的发行人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25倍，不超过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
态平均市盈率（截至2022年5月10日，
T-3日）。

据招股书注册稿，瑜欣电子成立于
2003年5月，2015年9月改制为股份公
司，2016年12月在新三板挂牌，现注册
资本为5503万元，注册地在重庆市九龙
坡区，法定代表人胡云平。

公告显示，发行人主要从事通用汽油
机及终端产品核心电子控制部件研发、生
产及销售。发行人的主要产品是通用汽
油机及终端产品的核心部件，主要涵盖三
大类：通用汽油机电装品配件，包括点火
器、飞轮、充电线圈等；发电机电源系统配
件，包括变流器、调压器、永磁电机定子和
转子等;电动园林工具和低速新能源汽车
配件，如驱动电机及控制器、增程器及控
制器等。

该公司2019年度至2021年度归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3508.30万元、5810.48万元、8211.94万
元。

此外，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投资于数码变频发电机关键电
子控制器件产业化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
金3.58亿元。

实控人家族持股市值超13亿

瑜欣电子实际控制人为胡欣睿、胡
云平、丁德萍三人，以直接和间接方式
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前93.16%的股份。

按照25.64元/股发行价，实际控
制人家族持股市值13.14亿元。

胡云平，1965年10月出生，本
科学历，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
院（现名“电子科技大学”）电子
测量专业。1987年9月至1995
年6月先后任重庆无线电六厂
技术员、检验科科长、工艺科
科长及副厂长；胡云平1995
年至 2003 年自主创业；
2003年5月至2015年8月
任重庆瑜欣平瑞电子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5 年 8月至 2018 年
9 月任股份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2018 年
10月至今任股份公司
董事长。

丁德萍，女，1963年5月出生，大专
学历，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1987年至
2003年供职于重庆巴山仪器厂；2003年
5月至2015年8月供职于重庆瑜欣平瑞
电子有限公司；2015年8月任股份公司
董事。

胡欣睿为胡云平、丁德萍夫妇之女，
1990年 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2014年7
月至2017年7月，任股份公司研发销售
部工程师，负责新产品市场开发及海外市
场维护；2017年8月至2020年4月从事
自由职业；2020年4月起至今任股份公
司董事会秘书；2020年9月起至今任股
份公司董事。

2022年5月10日，“西部矿山安全第一
股”重庆梅安森（300275）在重庆召开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高票通过各项决议，其中
2022年股票激励计划，拟向93人授予总计
42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6.58元/股。

梅安森董事长马焰表示，股权激励重
点针对技术和市场核心骨干。

5 月 10 日，梅安森报收 12.45 元，涨
4.97%。426万股市值5303.7万元。

拟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426万股

5月 10日14:30，股东大会在重庆市

九龙坡区福园路28号梅安森公司会议室
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马焰主持，采取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高票通过各项决议，包括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93名激励对象
授予总计 426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 2.2633%，授予价格为 6.58 元/
股。

93人包括 8名高层以及85名骨干。
其中，董事、总裁周和华和副董事长、总
工程师叶立胜各20万股，董事金小汉，董
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郑海江，董事、副
总裁刘航，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冉华周以
及副总裁胡世强各为13万股，副总裁张
亚 8 万股，其余 85 名核心人员共享 313

万股。
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
主要业绩解锁条件为：以2021年为基

数，2022年-2024年度实现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增速分别不低于20%、44%和72.8%。

激励对象重点为公司核心骨干

在与投资者交流时，梅安森董事长马
焰表示，本次股权激励对象重点针对技术
和市场核心骨干。

针对业绩目标的制定，马焰表示，指标
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
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次激
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梅安森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09亿
元，同比增长8.64%；归母净利润2922.39
万元，同比增长 7.90%；扣非后净利润
2658.99万元，增幅0.32%，基本每股收益
0.16元，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
（含税）。

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709.69万
元，同比增长40.10%；归母净利润802.65
万元，同比增长 55.25%；扣非后净利润
698.91万元，增幅59.78%。

以前，提及新能源二手车，二手车商往
往发愁。不过，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新车
迟迟不能交付等因素影响，新能源二手车
有所升温。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
的《2022年4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
显示，30万～50万元国产豪华SUV保值
率排名前十中，理想、蔚来均有车型上榜，
其中，理想ONE的三年保值率为73.3%，
紧咬BBA（奔驰、宝马、奥迪）。

新能源“准新车”价格堪比新车

走访二手车市场发现，依然是燃油车
“唱主角”，但新能源二手车已不再是车商
们的“禁忌”。

“以前只关注燃油车，最近入手了一些
新能源车。”二手车商唐先生说，如特斯拉、
理想等。

“今年新能源二手车市场明显‘升
温’。来卖场购买、咨询新能源二手汽车的

客户是以前的两三倍。”一位从事二手车交
易十年的张先生称，主要是特斯拉、蔚来、
理想、小鹏、比亚迪等“准新车”，最近价格
较此前上浮了1成—2成。甚至有客户29
万元购买、仅开了2000公里的特斯拉，现
在想以31万元价格卖出去。

在某二手车电商平台上，2021款的特
斯拉model3，标准续航后驱升级版1.1万
公里，标价28.6万元，这个价格几个月前可
买新车。

“主要是因为近期油价和新能源新车
价格‘双飞’，新车延迟交付，加上明年新能
源汽车补贴将彻底退场，使得新能源二手
车行情看涨。”一不愿具名的二手车商表
示。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新能
源 汽 车 销 量 达 23620 辆 ，渗 透 率 为
20.99%。

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上扬

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升温，使其保值率

“水涨船高”。
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2

年4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三
年左右车龄的二手车保值率均出现一定程
度的下滑。而在新能源领域，无论是插电
混动还是纯电动车型，其保值率则有所提
升。其中，插电混动车型3年的保值率为
55.2%，纯电动车3年的保值率为50.3%。

三年车龄的新能源车保值率中，排
名前五的，除了欧拉黑猫之外，都出自豪
华品牌。30万～50万豪华 SUV保值率
排名，理想 ONE 的保值率表现尤其亮
眼，三年保值率为 73.3%，紧咬着 76.9%
的奔驰GLC、74.9%的宝马X3，在榜单中
排名第三。

同时，受到芯片、电池原材料、疫情等
综合影响，一年车龄的新能源车保值率全
面上升，其中以特斯拉为首的多轮价格上
调，直接带动了其他新能源车品牌价格。
一年期保值率来看，除去像特斯拉、保时捷
这种传统“保值专业户”以外，15款一年期
保值率达到80%的新能源车型中有9款为

自主品牌车型。宏光MINIEV一年保值率
达85.85%，力压特斯拉model X，保时捷
Taycan。

车企纷纷布局官方二手车

去年年初，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发生工商变更，新增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二手车经销、汽车
零配件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等。这意味着，特斯拉将在中国市场大举
进入二手车市场。

此前，蔚来汽车推出官方二手车服务，
相当于给二手车提供了一个“兜底”价格，
为摇摆不定的消费者打了一剂强心针。特
斯拉推出官方二手车业务，也是希望进一
步提升品牌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

沃尔沃、雷克萨斯、广汽埃安、小鹏汽
车等车企介绍，均针对相关的新能源汽车
推出了保值计划。如，雷克萨斯纯电动
UX 300e 车型三年内的保值率约为
70%，保值率相对可观。

市值5303万元 梅安森93名骨干获授426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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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二手车不保值？部分车型“准新车”超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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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泓禧科技、望变
电气、东原仁知服务之
后，重庆今年第四只新
股来了。

5月10日，“通机配
件大王”重庆瑜欣电子
（301107）公告，在创业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为1837万股，全在网
上发行，此次发行价格
为25.64元/股，投资者
明日（13日）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
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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