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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家挂牌企业坐拥117亿投资性房产

新三板炒房军团大起底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房价节节走高，社会资金潮水般涌向房地

产领域，部分公司甚至偏离主业把“炒房” 作

为主打产业。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Wind数据

统计，以2016年半年报“投资性房地产” 科目

作为衡量“炒房” 程度的指标，新三板市场共

有520家挂牌公司拥有 “用以出租或短期出

售” 的房产，价值合计达117亿元，相当于这

520家公司合计净资产的6.5%。值得注意的是，

这52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仅为70亿元。

一线城市公司偏好炒房

据Wind数据统计， 新三板挂牌公司中投

资性房产最多的前十甲分别是中城投资、九鼎

集团、东盛园林、环渤海、好百年、利尔达、青浦

资产、东软股份、华龙证券、东忠科技。

“投资性房地产” 是资产负债表中非流动

性资产下的一个子科目，主要用以记录企业为

“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即出售），或两者兼而

有之”而持有的房地产。 作为存货的房产或自

用房产并不会被纳入“投资性房地产” 科目。

也就是说，与主营业务相关或用于日常生产经

营的房产并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

中城投资是国内历史最长的房地产私募

投资机构之一，其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市

值一骑绝尘，达到14.7亿元，而公司上半年的

净利润仅为1.1亿元； 另一私募机构九鼎投资

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市值为10.9亿元，位

居第二，公司上半年净利润4.1亿元；东盛园林

该数字为6.7亿元，公司位于潍坊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前身是潍坊市林业局下属事业单位“潍

坊市花卉苗木良种繁育试验场” ， 公司上半年

净利润3311万元。

环渤海从事家居建材领域的开发和管理，

主业与房地产沾边，持有的投资性房产市值为

5.7亿元，上半年净利润为1336万元；好百年主

业与环渤海相近， 持有的投资性房产市值为

4.6亿元，上半年净利润53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持有投资性房产市值位居

前十名中的公司中，有三家主业与房地产没有

关系， 其中两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挂牌公司。

利尔达持有的投资性房产市值为2.9亿元，上半

年净利润2077万元，公司主业为嵌入式微控制

器、无线传感网智能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及其他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公司获得国家重

点支持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等20多项荣誉。东忠科技以发展成世界一流的

IT跨国企业为目标，持有的投资性房产市值为

1.7亿元，上半年净利润721万元。

分行业看，计算机软件、专用设备、通用设

备行业的挂牌企业持有投资性房产市值分别

达59亿元、42元亿、35亿元， 揽下前三把交椅；

建筑施工、化学制品、电子设备制造为第二梯

队， 分别坐拥30亿元、26亿元、19亿元房产；汽

车、综合、其他电气设备、金属非金属材料是第

三梯队， 投资性房产市值分别为18亿元、16亿

元、15亿元、15亿元。

分地域看，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的挂牌

公司为“偏好炒房” 的第一阵营，持有的投资

性房产的市值分别为43亿元、30亿元、28亿元、

25亿元；苏州、广州、成都为第二阵营，挂牌公

司的房产市值分别为20亿元、18亿元、15亿元；

武汉、重庆、天津是第三阵营，挂牌公司均拥有

13亿元市值的投资性房产。

主业盈利赶不上房价上涨

在深圳房价节节攀升的这一年来，新三板

有5家挂牌公司参与到火爆的楼市中， 趁机大

赚了一把。

2015年10月23日，东电创新公告称，公司

斥资约1000万元，买下深圳龙华新区荟港尊邸

一套229平米的房产。 同年11月3日，手付通公

告称，公司斥资1402万元，购入深圳福田区一

套305平方米的办公室。 同年12月30日，亿汇

达公告称，公司斥资1996万元，买下深圳福田

区天元花园一套238平方米的房产。今年5月11

日，艾维普思公告称，公司斥资约3200万元，买

下深圳南山区一套586平方米的办公室。今年9

月2日，本贸科技公告称，公司斥资2300余万元

买下深圳南山区一套房产。

翻看上述各家公司2015年度年报， 东电

创新当年净利润为1487万元，手付通为807万

元，亿汇达1359万元，艾维普思5004万元，本

贸科技667万元。 按照深圳去年同期至今的平

均房价增幅60%计算， 手付通和本贸科技去

年一年的净利润， 还不如其购入房产的增值

部分来得多。 令人玩味的是，手付通和本贸科

技一年的净利润， 买不起当年他们出手购入

的房产。

一位新三板公司老板感慨道，我们租的办

公地点在上海市区，本来准备买，后来选择了

租，省下钱发展企业，结果企业刚盈利，房子涨

了有近千万元，盈利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

业内人士表示，买房只是配菜，主营业务

才是主食，这5家公司总体经营尚可圈可点。按

照去年年报数据，有4429家挂牌公司的净利润

少于500万元。 这意味着这些公司的年利润还

不及一线城市的一套百平方米房产的市价。

“脱实入虚” 令人尴尬

面对“炒房” 带来的收益，不少公司老总

难免会在“实业”和“炒房” 之间有所动摇。实

体经济低迷困境之下， 大量上市公司集体炒

房、炒股、买理财产品，局面着实令人尴尬。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葛晓萍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年报中的投资性房地产净额是

指企业房地产取得成本减去累计折旧的差额，

仅是账面资产的反映， 实际上会低于市场估

值。这也意味着，这些企业如要变现，所获得的

收益将超过账面上呈现的价值。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此表示出担忧。 他认

为，挂牌公司、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

反而需要靠炒房获取收益，这可能会引导更多

的资金“脱实入虚” 。 在房价节节走高带来的

“炒房” 暴利驱动下，社会资金潮水般涌向房

地产，不仅巨额民间资本投资楼市追求“以钱

生钱” ，很多公司也纷纷进入房地产业，有的公

司甚至偏离主业把“炒房”作为主打产业。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指出，挂牌公司

争相“炒房”是典型的“脱实向虚” 。工业低端

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增长下行，实体经济

不景气。 流动性泛滥，却没有流入实体，过多的

流动性反而刺激投机，掏空实体、冲击实业。

A09

■ 责编：郭宏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9月28日 星期三

公司新闻

ompanies

C

■ 新三板动态

微瑞思创

推出“靠谱商”

□

本报记者 张朝晖

北京微瑞思创（833495）发布最新的

商业地产大数据产品“靠谱商TOPSER” 。

该产品由微瑞与银联智惠共同开发， 由中

国联通智慧足迹提供全国用户大数据支

持，形成全面提供线下商圈客流消费数据、

客流兴趣偏好属性数据整合分析能力的垂

直应用平台。

“靠谱商” 以GIS数据为基底，整合并

打通基于POS机刷卡数据的商家经营数

据、 客户消费数据与中国联通提供的客流

数据、迁徙数据等核心数据；安居客全国范

围的住宅、商铺、写字楼数据等进行大数据

分析，为商业地产项目的开发、商铺价值评

估、商业品牌拓展选址等提供解决方案。

■ 新三板探营

盛景网联创新平台型商业模式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融资难与估值低被视为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两座大山。 不过， 盛景网联挂牌一年已融资三

次，融资3亿多元。 公司集咨询、培训、投资于一

体。 盛景网联董事长彭志强表示， 从短期利润

看，公司培训和咨询业务贡献更大；从长期看，

母基金更具价值。

新三板的黄埔军校

盛景网联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管理培训与咨

询业务。彭志强说，经过8年的积累，公司已拥有超

过3万家学员企业， 预计到今年底将有超过1000

家学员企业登陆新三板。 在庞大中小企业客户流

量基础上，盛景构建了创新的平台型商业模式。

盛景平台型商业模式的左端为数量庞大的

中小企业，右端则为各类专业服务商，包括VC、

PE等。“模式可以调整，若把平台右边的服务商

换成证券公司，该模式便发生了新的演化。 通过

证券公司与客户对接，帮助企业挂牌和做市，快

速提升市值。 左边的优质中小企业将借助平台

快速走向资本市场。 ”彭志强表示，盛景通过母

基金创新模式连接中国、美国、以色列等全球顶

尖的100家VC/PE基金管理人， 可间接投资全

球2000家创新公司。

据介绍，2014年， 彭志强作为创始合伙人，

成立盛景嘉成母基金，完成20亿元投资，与君联

资本、 经纬中国、 顺为资本、 东方富海、500�

Startups （五佰创业基金） 以及以色列风投

JVP等国内外投资机构建立深度合作。

挂牌一年融资三次

盛景网联2015年7月在新三板挂牌，在一年

多时间里，盛景网联已经成功融资3次，融资金

额超过3亿元。

2015年8月份，盛景网联发布第一次融资公

告， 发行对象为杭州融慧鼎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杭州融慧鼎成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票总数为360万股，发

行价格为每股28.36元，募集资金约1.02亿元。最

后，融慧鼎博认购182万股，认购资金5168万元。

融慧鼎成认购177万股，认购资金5040万元。

2015年10月，盛景网联公告，向李继祎、马

云红等31名员工发行121万股，发行价格仍然为

每股28.36元，募集资金总额约为3454万元。

2015年11月， 盛景网联又发布公告进行新

一轮融资，金额增加到2.28亿元，发行价格55.2

元/股。2016年6月，盛景网联向马鞍山融慧鼎嘉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马鞍山融慧鼎华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马鞍山融慧鼎联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完成发行331万股，发行

价维持在55.2元/股，融资额最终为1.83亿元。

骅威文化拟剥离玩具制造业务

□

本报记者 黄悦

骅威文化9月27日晚公告，拟以1.855亿元

将旗下的玩具制造业务子公司骅星科技100%

股权剥离给实际控制人郭祥彬。 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不再从事玩具生产与销售业务，实

现向互联网文化彻底转型。 公司股票9月28日

复牌。

业务全面转型

根据公告，本次股权转让溢价，预计增加公

司2016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7399.85万元，与

之对应的人员、资产、财务将与上市公司分开。

而且， 公司未来可能授权部分知识产权给相关

制造企业，实现IP衍生品效益最大化。

截至8月31日， 骅星科技资产总额为3.8亿

元， 净资产为1.855亿元，2015年营业收入为2.6

亿元， 分别占骅威文化2015年度相应指标的

11.56%、5.99%、44.04%，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剥离制造业资产， 标志着公司实现向

互联网文化方向彻底转移， 有利于聚焦互联网

文化产业，深耕IP运营、影视制作、网络游戏、动

漫开发及IP品牌的衍生产品开发授权等领域。

骅威文化于2013年12月收购第一波20%股

权，试水游戏领域，并于2015年完成第一波剩余

80%股权以及梦幻星生园100%股权的收购。 公

司发力优质IP全产业链运营和发展，确立“以优

质IP综合运营为载体、以内容创新为核心，集影

视、网络游戏、动漫及周边衍生产品等为一体多

元互联的综合性互联网文化公司”的发展战略。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5亿元，

同比增长116.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875.76万元，同比增长252.05%。 其中，

影视、 游戏业务营收分别达到2.38亿、7399万，

已成为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构建IP产业链

天风证券文浩介绍，在泛娱乐体系中，IP作

为整个生态链的枢纽， 位于产业链最顶端。 文

学、动漫是原创IP的主要来源，主要居于产业链

上游；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动画、音乐等拥有

广泛的观众覆盖度和高关注度， 将粉丝数量成

倍放大；游戏、演出、衍生品等则位于泛娱乐产

业链中的变现层，为IP目前最佳变现渠道。

在IP产业链经历三年沉淀后， 骅威文化进

入产业上游网络文学领域。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

先知称，通过收购梦幻星生园、第一波之后，骅

威文化已经完成了IP中下游的布局。 为了构建

IP全产业链的运营，9月19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

第一波与付强签订协议， 双方拟对第一波全资

子公司创阅文化增资， 第一波投入5980万元并

在增资后持有创阅文化49%股权， 付强持有创

阅文化51%股权。

刘先知表示， 创阅文化意图通过集合作家

资源和各类文学作品打造独特的阅读平台，形

成以文学为出口内容， 以用户与作家之间的互

联社交为纽带， 以虚拟文化产品等周边衍生为

核心输出的文学IP孵化平台。

据介绍，付强是第一波创始人、董事、总经

理，知名网络小说作家。

禽养殖业景气有望上行

□

本报实习记者 常佳瑞

商务部日前宣布， 对美国进口白羽肉鸡继

续实施反倾销措施。 分析人士称，供给端大幅收

缩，将推动禽养殖市场价格上行，相关上市公司

迎来利好。

商务部的复审调查结果显示， 自美国进口

白羽肉鸡产品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如

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

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因此，商务部决定维持

该反倾销措施， 税率维持为46.6%至73.8%不

等，为期5年，自2016年9月27日起实施。 这是

2010年9月发布的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白羽肉

鸡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延续。

资料显示， 今年1-7月国内鸡肉进口量为

31万吨， 同比增长33%； 国内鸡肉价格为

12000-13000元/吨， 国外进口鸡肉价格为

10000元/吨左右。

长江证券认为，CPI已于近期见底， 根据历

史趋势，CPI上升及高位运行期间， 农业板块相

对整体A股市场始终保持正的超额收益， 禽养

殖板块将随农业板块一起迎来上涨。

在禽养殖链中，祖代种鸡、父母代种鸡和

商品代肉鸡环环相扣，决定着行业的产能。 中

国绝大多数原种鸡依靠进口。 2014年，为解决

祖代引种爆增的困境，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动去

产能，牵头组建“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白

羽肉鸡联盟” ， 决定以配额形式控制国内的祖

代鸡引种。

被动去产能方面， 原种鸡主要来源地美

国、法国、新西兰相继爆发禽流感，相继封关，

导致祖代鸡引种量急剧下降。 根据海关数据，

2016年1-7月中国共进口祖代白羽肉种鸡

17.8万套，比去年同期下降50.8%；预计全年

引种仅40万套左右，同比下降42.9%。 招商证

券认为， 白羽肉鸡行业将出现30多年来最大

的产能缺口。

业内人士称，祖代种鸡作为白羽肉鸡供给

的源头， 其短缺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决定了周

期的上行高度和景气长度。 随着供给短缺向

父母代种鸡、商品代肉鸡传导，鸡苗、肉鸡的

价格或将开启长期上行模式，圣农发展、益生

股份、民和股份、仙坛股份等禽产业链上市企

业将受益。

恒大人寿

发力健康养老保险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9月27日， 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郎

平成为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恒大人寿表示， 将重点发展健康养老保险和社

区保险，积极打造“大健康、大医疗” 板块发展

模式。从医疗机构入手，逐渐拓展到健康服务产

业链的上下游，形成以寿险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恒大人寿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全国寿

险公司排名已上升了26位。 公司已搭建了风险

偏好体系，初步完成了全面风险管理顶层设计；

建立起风控合规垂直管理体系， 使风控合规工

作更加独立有效，同时提升客户体验。

招商证券

拟发行8.9亿H股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招商证券9月27日晚公告， 公司正在进行

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申请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相关

工作。

公司本次全球发售H股总数为89127.38万

股（视是否行使超额配股权而定）。 其中，初步

安排香港公开发售4456.4万股（可予调整），国

际发售84670.98万股（可予调整及视乎是否行

使超额配股权而定）。 公司本次H股发行的价

格区间初步确定为11.54港元至12.78港元。 公

开发售拟于9月27日开始，9月30日结束。 预计

10月7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

诺德股份

坚持发展锂电产业

□

本报记者 尹哲辉

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上，诺

德股份表示，未来仍坚定发展锂电产业。

公司表示，自新任管理层上任以来，为进一

步提升综合实力、增强盈利能力，公司根据锂电

铜箔行业发展的趋势，确定了“做强做大锂电

铜箔产业， 增强与产业密切结合的金融服务

业” 的发展战略。 此次拟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积极部署锂电子行业上下游。由于在沟通和

对交易方案细节洽谈中， 公司与相关各方未能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导致公司不能在承诺的停

牌时间内完成预案的披露工作。 公司及相关各

方认为， 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面临较

大不确定性， 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诺德股份表示，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

止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未来若有优质资产，估值合理，且符合公司

战略规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不排除通过

兼并重组、投资等方式进行布局。

公司董秘表示，“通过持续完善内控体系

建设、提升研发设计实力、对子公司惠州联合铜

箔增资、 投资建设年产4万吨动力电池用电解

铜箔项目等一系列动作，重点布局锂电产业。未

来公司将积极通过内生式和外延式发展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战略布局，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行

业龙头地位。 ”

联络互动

拟收购美电商企业

□

本报记者 王荣

联络互动9月27日晚公告， 公司拟通过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NEWEGG� INC.（美国新

蛋）55.70%权益。 Newegg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29843.76万元， 预估值221369.35万元，

预估增值率641.76%。 参考评估情况，交易价格

确定为26417.42万美元，约合176996.75万元人

民币。

根据公告，Newegg主要经营电子商务，专

注于向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通过网站销售计算机

硬件、软件、外设和CE产品等电子类产品。

天和防务拟售3套北京房产

预计产生收益约1000万元

天和防务9月27日晚公告， 公司拟将形成

闲置的位于北京市的3套房产通过房产中介公

司予以公开出售。 拟转让价格分别为：北辰西

路69号19层1单元2201处房产不低于680万

元，2202处房产不低于1250万元；北四环中路

6号华亭嘉园C座2层204室处房产不低于700

万元。本次拟处置房产预计产生收益约1000万

元。（王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