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新三板定增市场表现清淡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二级市场低迷影响新三板企业融资。 来自股转系统的

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新三板企业定增市场表现不佳，实

际募资规模及定增发行次数均下滑明显。同时，挂牌公司拟

定增规模及次数同样出现下滑。 挂牌企业定增融资活跃度

总体下降，但行业、企业之间融资能力出现分化。 多家挂牌

公司一季度发布了拟定增规模十亿元以上的预案。 东北证

券新三板研究总监傅立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多种原

因共振导致一季度定增市场整体表现不佳， 包括二级市场

流动性不佳的传导、参与定增缺乏盈利模式等。

双双下滑

来自股转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新三板

市场定增总额为199亿元。 其中，1月-3月分别为62.2亿元、

33.7亿元和102.8亿元， 发行次数分别为121次、87次及244

次。而2017年一季度定增融资总额为288.9亿元，对应的1月

-3月融资额分别为80.7亿元，83.8亿元以及124.4亿元，发行

次数分别为229次、242次、300次。 整体看，今年一季度定增

融资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近4成，而发行次数则下降7成。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近60家公司终止定增，

涉及金额约为30亿元。部分公司由于摘牌而终止定增事宜。

例如，主营环保设备及工程的柏美迪康于2017年12月21日

发布《股票发行方案》，拟以3.8元/股的价格向三名投资者

发行447.37万股，募资1700万元。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

发展流动资金，优化财务结构，支持公司产品研发。 公司今

年2月中旬发布公告，终止此次定向发行。根据公告，公司业

务发展迅猛，将进入IPO准备期，拟终止本次股票发行，待

股票发行方案调整后，择机另行启动股票发行工作。公司董

事会同时通过了摘牌议案。此外，龙者新材先后发布了终止

定向增发和拟摘牌的公告。

今年一季度挂牌定增预案发布方面， 拟募资规模和拟

募集次数同样双双下降。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17

年一季度，新三板市场共发出695份定增预案，预计募资金

额370亿元， 拟募资超亿元的定增预案97份， 占比14%。

2018年一季度，新三板市场发出366份增发方案，预计募资

总额不超过186亿元。 其中，拟募资过亿元的定增预案仅28

份，占比不到8%。 这些数据显示出新三板一级市场融资活

跃程度下降。

分化明显

不过，融资总体活跃程度下降，不能遮住热门行业及明

星公司的闪光之处。从发布的预案以及实施的方案看，业绩

良好、发展前景明确的挂牌企业受到投资者追捧。

泛地产行业及金融行业成为吸金大户。 武侯高新成功

募集17.56亿元，目前募资规模居首位。 公司是武侯区产业

园区开发运营平台。

从目前情况看，金融挂牌企业主要涉及城商行、券商、

期货、保险、租赁等多个金融细分领域。 在2018年一季度实

施完成的定增案中，如皋银行发行规模仅次于武侯高新，募

集资金14.49亿元。资料显示，如皋银行2017年登陆新三板，

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56亿元， 同比增加

15.44%；实现净利润2.69亿元，同比增加10.47%。 本次定向

增发募资主要为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并吸引了多个知名

金融机构和投资人参与。

今年一季度发布的融资规模居前预案中， 同样出现多

家金融挂牌企业身影。其中，开源证券拟以4元/股的价格增

发不超过8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32亿元。开源证券称，此次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加码主营业务、 偿还到期收益产品以及

拓展金融产业链三大方面。募集资金完成后，有利于增厚公

司净资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分类评价级别，促进

公司各项业务的稳健开展，增强抗风险能力。 资料显示，开

源证券此次拟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30.89%，本

次增发后公司估值将达到103.60亿元。此外，众诚保险拟定

向增发募集资金不超过25.6亿元。 众诚保险表示，募集资金

将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 提升偿付能力水平等。 众诚保险

2018年经营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年三个重点推进项目：启动

IPO、继续开展增资扩股项目工作以及寿险项目批筹。

部分新兴行业明星公司定增预案规模较大。 以纽米科

技为例，公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2.21亿元。 纽米科技从事

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及销售。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新建

3×5000万平方米/年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微孔隔膜项目及补

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此外，长城华冠、华塑股份、友

宝在线等公司拟募资规模居前。

静待破局

傅立春认为， 新三板定增市场遇冷是二级市场交投冷

清的传导。 “今年以来，新三板各项指数下滑，二级市场活

跃度下降，反过来会影响到一级市场。 ” 傅立春表示，2015

年以来蜂拥参与新三板公司定增的不少机构及个人投资者

面临损失和退出难题，后续资金将更加谨慎。

中科沃土基金董事长朱为绎持类似观点。朱为绎表示，

新三板定增遇冷主要由于资金退出困难。 一季度新三板企

业IPO被否比例增加， 参与定增获益的不确定性增加。 此

外，“三类股东” 问题尚未有明确说法，这也使得定增参与

方热情下降。

从融资主体看， 流动性不佳使得一些公司难以以公允

价格进行定增。某挂牌公司董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由

于交投冷清，新三板挂牌公司股价容易失真，大涨大跌并不

鲜见。不少公司发布定增预案后，二级市场价格远低于拟定

增价格。 “机构与其参与定增还不如直接在二级市场购买

股票。 不少公司的定增因此折戟。 ”该董秘表示。

傅立春表示，挂牌企业大扩容阶段基本结束，市场融资

功能下降显示出新三板仍处于成长期， 解决存在的问题有

赖于系统性改革，需要监管者及市场参与者共同努力。

朱为绎认为，下半年存在一定机会。尽管一季度定增市

场表现冷清，但下半年有望得到恢复。 受一季度企业IPO通

过率大幅下降以及被否后三年内不能借壳上市等政策影

响，不少新三板拟IPO企业在排队期间主动撤材料。 “这些

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多符合以往IPO财务标准。 随着情况的

变化，这些企业后续可能继续启动IPO，预计下半年部分企

业将陆续开始融资。这些企业质地优良，将带动下半年新三

板融资市场回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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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博科技

将终止挂牌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康博科技4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近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函， 公司股票自4月11

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康博科技表示， 本次终止挂牌事项已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

股东一致审议通过。

康博科技主要从事应用于复合绝缘

子、高压开关、变压器等行业的绝缘材料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应用于高铁、

输变电线路、高压开关、避雷器和电站等

领域。

圣泉集团

拟出售鑫海担保10%股权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圣泉集团4月10日晚间公告称， 为做

强主业，提升综合实力，公司拟将山东鑫

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简称 “鑫海担

保” ）10%股权转让给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交易价格为1000万元。 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鑫海担保

股权。

圣泉集团表示， 本次出售资产总额为

1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的

0.16% ，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0.29%，本次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资料显示，圣泉集团主要从事树脂及

新材料、大健康、生物质和生物医药四大

产业。

鸿辉光通

一季度净利大幅预增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鸿辉光通4月10日晚间发布一季度业

绩预告， 预计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00万-1200万元， 上年同期为

585.69万元。

对于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

报告期内持续加大科研投入， 不断提升产

品质量，同时积极开拓市场，公司业务快速

增长，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销售收入增

加，净利润规模大幅提升。

资料显示，鸿辉光通主要从事光通信

材料与光通信器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取得油膏、PBT材料、

PLC晶圆及器件相关的各类专利60余项，

多项新产品被认定为国家或上海市重点

新产品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并参与

了若干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实

力较强。

双双下滑

来自股转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一

季度新三板市场定增总额为199亿元。 其中，1

月-3月分别为62.2亿元、33.7亿元和102.8亿

元， 发行次数分别为121次、87次及244次。 而

2017年一季度定增融资总额为288.9亿元，对应

的1月-3月融资额分别为80.7亿元，83.8亿元以

及124.4亿元， 发行次数分别为229次、242次、

300次。 整体看，今年一季度定增融资总额较去

年同期下降近4成，而发行次数则下降7成。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近60家公司

终止定增，涉及金额约为30亿元。 部分公司由

于摘牌而终止定增事宜。 例如，主营环保设备

及工程的柏美迪康于2017年12月21日发布

《股票发行方案》，拟以3.8元/股的价格向三名

投资者发行447.37万股，募资1700万元。 募集

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发展流动资金，优化财务

结构，支持公司产品研发。公司今年2月中旬发

布公告，终止此次定向发行。 根据公告，公司业

务发展迅猛，将进入IPO准备期，拟终止本次股

票发行，待股票发行方案调整后，择机另行启

动股票发行工作。 公司董事会同时通过了摘牌

议案。 此外，龙者新材先后发布了终止定向增

发和拟摘牌的公告。

今年一季度挂牌定增预案发布方面，拟募资

规模和拟募集次数同样双双下降。 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新三板市场共

发出695份定增预案，预计募资金额370亿元，拟

募资超亿元的定增预案97份，占比14%。 2018年

一季度，新三板市场发出366份增发方案，预计募

资总额不超过186亿元。其中，拟募资过亿元的定

增预案仅28份，占比不到8%。这些数据显示出新

三板一级市场融资活跃程度下降。

一季度新三板定增市场活跃度下降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二级市场低迷影响新三板企业融

资。 来自股转系统的数据显示，2018年

一季度新三板企业定增市场表现不佳，

实际募资规模及定增发行次数均下滑

明显。 同时，挂牌公司拟定增规模及次

数同样出现下滑。挂牌企业定增融资活

跃度总体下降，但行业、企业之间融资

能力出现分化。多家挂牌公司一季度发

布了拟定增规模在十亿元以上的预案。

东北证券新三板研究总监傅立春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多种原因共振导致

一季度定增市场整体表现不佳，包括二

级市场流动性不佳的传导、参与定增缺

乏盈利模式等。

静待破局

傅立春认为，新三板定增市场遇冷是二级

市场交投冷清的传导。 “今年以来，新三板各

项指数下滑，二级市场活跃度下降，反过来会

影响到一级市场。 ” 傅立春表示，2015年以来

蜂拥参与新三板公司定增的不少机构及个人

投资者面临损失和退出难题，后续资金将更加

谨慎。

中科沃土基金董事长朱为绎持类似观点。

朱为绎表示，新三板定增遇冷主要由于资金退

出困难。一季度新三板企业IPO被否比例增加，

参与定增获益的不确定性增加。此外，“三类股

东” 问题尚未有明确说法，这也使得定增参与

方热情下降。

从融资主体看，流动性不佳使得一些公司

难以以公允价格进行定增。某挂牌公司董秘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由于交投冷清，新三板

挂牌公司股价容易失真， 大涨大跌并不鲜见。

不少公司发布定增预案后，二级市场价格远低

于拟定增价格。“机构与其参与定增还不如直

接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不少公司的定增因此

折戟。 ”该董秘表示。

傅立春表示，挂牌企业大扩容阶段基本结

束，市场融资功能下降显示出新三板仍处于成

长期， 解决存在的问题有赖于系统性改革，需

要监管者及市场参与者共同努力。

朱为绎认为，下半年存在一定机会。尽

管一季度定增市场表现冷清，但下半年有

望得到恢复。 受一季度企业 IPO通过率大

幅下降以及被否后三年内不能借壳上市等

政策影响，不少新三板拟IPO企业在排队期

间主动撤材料。 “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大

多符合以往 IPO财务标准。 随着情况的变

化，这些企业后续可能继续启动 IPO，预计

下半年部分企业将陆续开始融资。 这些企

业质地优良，将带动下半年新三板融资市

场回暖。 ”

分化明显

不过，融资总体活跃程度下降，不能遮住

热门行业及明星公司的闪光之处。从发布的预

案以及实施的方案看，业绩良好、发展前景明

确的挂牌企业受到投资者追捧。

泛地产行业及金融行业成为吸金大户。

武侯高新成功募集17.56亿元， 目前募资规

模居首位。 公司是武侯区产业园区开发运营

平台。

从目前情况看，金融挂牌企业主要涉及城

商行、券商、期货、保险、租赁等多个金融细分

领域。 在2018年一季度实施完成的定增案中，

如皋银行发行规模仅次于武侯高新，募集资金

14.49亿元。资料显示，如皋银行2017年登陆新

三板，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56亿

元，同比增加15.44%；实现净利润2.69亿元，同

比增加10.47%。本次定向增发募资主要为了补

充核心一级资本，并吸引了多个知名金融机构

和投资人参与。

今年一季度发布的融资规模居前预案

中，同样出现多家金融挂牌企业身影。 其中，

开源证券拟以4元/股的价格增发不超过8亿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32亿元。 开源证券称，此

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加码主营业务、偿还到

期收益产品以及拓展金融产业链三大方面。

募集资金完成后，有利于增厚公司净资本和

提高市场竞争力， 提升公司分类评价级别，

促进公司各项业务的稳健开展，增强抗风险

能力。 资料显示，开源证券此次拟发行股份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30.89%，本次增发后

公司估值将达到103.60亿元。此外，众诚保险

拟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不超过25.6亿元。 众诚

保险表示， 募集资金将用于充实公司资本

金，提升偿付能力水平等。 众诚保险2018年

经营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年三个重点推进项

目：启动IPO、继续开展增资扩股项目工作以

及寿险项目批筹。

部分新兴行业明星公司定增预案规模较

大。 以纽米科技为例，公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2.21亿元。 纽米科技从事锂离子电池隔膜生

产及销售。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新建3×

5000万平方米/年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微孔隔膜

项目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此外，

长城华冠、华塑股份、友宝在线等公司拟募资

规模居前。

证券代码：002610�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8-5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

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 ）的通知，获悉爱康实业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部分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

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4月11日， 爱康实业将其持有的15,750万股股票质押给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 ），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15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并重新办理质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42）。 爱康实业已将其中的402万股股票于2018年01月02日办理了股

权解除质押手续。 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

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 经与华安证券协商一致，

爱康实业于2018年4月9日办理了上述部分股权的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原质押

开始日

原质权人

解除质押

股数

(

万股

）

解除质押日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爱康实

业

是

2017

年

4

月

11

日

华安证券

0.01

2018

年

4

月

9

日

0.00%(

占爱康科技

总股本的

0.00%

）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爱康实业共持有公司股份703,082,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4,490,861,600股的15.66%，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703,081,900股，占爱

康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15.66%。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696� � � � � � � �证券简称：爱乐达 公告编号：2018-009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基本持平

3、业绩预告情况如下：

2018年第一季度（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

2018

年

1-3

月

）

上年同期

（

2017

年

1-3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

831.00

万元

-985.40

万元

盈利

：

815.8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

1.86%-20.79%

注：上表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中本期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定，产品订单保持稳步增长，受营业收入

增长等因素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上升幅度预计

为1.86%-20.79%。

2、报告期内，预计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119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公

司将在2018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具体财务数据。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8-015

公司债券代码：122381� �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14安源债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

公司债券可能被暂停上市交易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预计

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债券可能被暂停上市交易。 公司已于2018年1月30日披露了

《安源煤业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2018-008号），2018

年2月2日披露了 《安源煤业关于公司债券可能被暂停上市交易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2018-009号）；2018年3月6日披露了《安源煤业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和公司债券可能被暂停上市交易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2018-013号）。 现就相关风险第

三次提示如下：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负值。 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披露了 《安源煤业2017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2018-007号）。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将出现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形，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2017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14安源债、债券代码：122381）将在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暂停上市交易。

三、 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准确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公司年报预约披露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8-019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集团

”）

的通知

，

获悉其与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

具体事

项如下

：

一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

逐笔列示

）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华泰集

团

第一大股东

1700.68

万股

2018

年

4

月

9

日

2019

年

4

月

9

日

海通证

券

6.72%

融资

合计

/

1700.68

万股

/ / / % /

近日, 华泰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1,700.68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与海通证券进

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初始交易日分别为 2018� 年4月9日

。

华泰集团于近日办

理了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

股份质押期限为自 2018� 年 4� 月9日起至 2019� 年4�

月 9日为止

，

质押期间内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

二

、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

（

冻结

、

拍卖或设定信托

）

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华泰集团持有本公司253,244,423股股份

，

约占本公司已发

行股本总数的49.95%

；

其中华泰集团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143,601,712.00�

股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6.70%

，

占公司总股本的28.32%

；

其中因办理可

交换债券的需要质押本公司股份27,870,000股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1%

，

占公司总股本的5.50%

。

三

、

备查文件

1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

特此公告

。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