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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新三板企业定增融资近127亿元

□

本报记者 胡雨

数据显示，一季度新三板挂牌公司完成

定增融资126.7亿元， 较上年同期明显下滑。

从目前情况看，融资向小微企业倾斜态势渐

显。一季度，新三板企业债权融资规模达15.5

亿元，已超过2018年全年七成水平。 业内人

士预计，新三板定增融资、债券融资以及优

先股融资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或加速推进。

小微企业融资增多

自2018年二季度以来， 新三板企业定

增融资规模整体持续下滑；进入2019年，这

一态势仍在延续。 数据显示，一季度挂牌公

司合计完成定增融资126.7亿元， 较2018年

同期下滑逾50%。前三个月月均融资额约为

42亿元，而2017年、2018年平均月度融资额

分别为118亿元、59亿元。

安信证券新三板研究负责人诸海滨认

为，新三板企业融资额下滑，主要源于增发

次数大幅减少，但融资向小微企业倾斜态势

渐显。 截至2019年3月29日，新三板完成定

增的公司营业总收入中位数为1.08亿元，归

属于挂牌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中位数为

772万元，较2017年和2018年明显下降。

数据显示， 超过90%公司定增融资在1

亿元以内， 近20%公司定增规模在1000万

元以内，高溢价、大金额融资案例渐少，中小

微企业定增规模及定价依据更为合理。从定

增参与者情况看，产业资金持续进场，产业

基金、 政府基金等认购金额占比从2018年

的13%上升至18%，实体企业认购占比扩大

至39%， 而PE、VC等机构投资人和个人认

购比例持续缩减。

全国股转公司2018年下半年推出股票

发行制度优化改革以来，新三板企业定增融

资效率提升明显。 此前，全国股转公司在总

结股票发行审查制度改革优化成效时指出，

股票发行实施并联审查机制后，发行备案审

查时间由7.9天下降为2.9天， 募集资金平均

闲置时长缩短20天以上。 挂牌公司募集资

金闲置成本降低。 此外，大批挂牌公司已完

成公司章程修订工作，相关公司的小额发行

决策效率大幅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完成定增的挂牌

公司中，多家公司出现增发价格超过二级市

场价格的情形。 以诺思兰德为例， 公司以

11.23元/股募集资金8002.25万元， 但公司

最近一个交易日股价报6.64元/股。 诸海滨

对此认为，新三板流动性不足导致定价“失

灵” ，公司当前股价不能完全反映其估值。

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尽管定增规模下滑，但挂牌公司债权融

资发力明显。 数据显示，一季度挂牌公司发

债融资规模达15.5亿元，已超过2018年发债

融资规模七成水平。 2018年全年发债融资规

模合计22亿元。

从债券类型看，挂牌公司发行的债券包

括双创债、公司债、可传债等，多数债券年利

率在4%至7%之间。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上

交所、深交所出台规定，允许新三板创新层

公司发行双创可转债并在沪深交易所上市。

2019年一季度， 部分基础层公司在地方股

权交易中心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而目前全

国股转公司暂无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相关转股制度安排。 对此，相关

挂牌公司主办券商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

除了债权融资，一季度，5家挂牌公司完

成优先股发行，合计募资1.42亿元。从行业分

布看，5家公司中4家属于农林畜牧行业；从

票面股息率看， 已披露的股息率从4%至8%

不等；从募资用途看，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多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信友

咨询发行优先股股息较高，达8%。根据公告，

公司此次合计发行16万股募集资金1600万

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中小企业在新三板

挂牌融资；推进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完善

创新创业可转债转股机制； 研究允许挂牌企

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对于新三板融资规模

持续下滑， 两会期间有来自新三板市场的人

大代表建议，拓宽挂牌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

接融资比例， 包括放开挂牌公司优先股转股

限制、引入新三板市场独立的可转债品种等。

在诸海滨看来，新三板加强直接融资功

能迫在眉睫。 预计今年在定增融资、债券融

资以及优先股融资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或加

速推进。

申万宏源新三板首席分析师刘靖认为，

目前新三板最需要的是“公开发行” 改革。

这有利于提升股权分散度， 增加流动性等，

新三板面临的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上市公司“淘金” 新三板热度不减

□

本报记者 胡雨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4月9日，今年以来17

家上市公司宣布拟收购新三板公司股权，已披露

交易金额合计近30亿元。通过产业并购提升上市

公司竞争力是发起收购的主要原因。从行业情况

看，耐消品与服装、软件与服务、公共事业等买方

较为活跃。

随着并购重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多家上市

公司收到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 此外，两起收购

新三板公司股权案例终止。 业内人士预计，对新

三板企业的并购热度有望延续。

产业并购活跃

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共有17家上市公司

公告，计划收购新三板公司股权。 其中，8家公司

拟实现控股。从行业情况看，耐消品与服装、软件

与服务、 公共事业等行业公司作为买方较为活

跃，食品饮料、材料、技术硬件与设备等较为传统

行业标的更受买方青睐。

川大智胜日前公告，拟以自有资金3920万元

认购华翼蓝天发行的700万股股份。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累计持有华翼蓝天20.52%的股权。 川大

智胜表示， 华翼蓝天专注于航空模拟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其开发的模拟机可以和公司研

发的飞行模拟机视景系统配套销售。

濮阳惠成计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购买翰博高新100%股权。 该事项将导致

挂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资料显示，濮阳

惠成主要从事顺酐酸酐衍生物、 功能材料中间体

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翰博高新主要

从事光电显示薄膜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联讯证券新三板研究组组长彭海指出，传统

行业通常存在较强的周期属性，不少公司体量较

大，业绩规模较稳定，但后续增长乏力。通过谋求

被上市公司收购，可以实现产业整合，推进业绩

增长。而上市公司对于利润规模较为稳定的挂牌

公司较为青睐。

从披露的收购目的看，多数上市公司谋求通

过产业整合，提升自身竞争力；有的公司计划通

过跨界收购，展开多元化经营。 从已披露的金额

看，多数案例交易对价在千万元级别，1亿元以上

的案例有5起。

山鼎设计拟收购赛普健身80.35%股权，交

易金额暂定为21.47亿元，交易规模较大。 根据公

告，山鼎设计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

现金相结合方式完成股份收购，同时募集配套资

金。 收购完成后，赛普健身将成为山鼎设计的控

股子公司。 山鼎设计专注于城市建筑设计。 公司

表示， 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业务战略版

图，提升盈利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港股公司同样在新三板市场

“淘金” 。 华仁物业3月19日公告称，港交所上市

公司雅生活服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变更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 公司此前公告称，

雅生活服务计划通过受让华仁物业股东持股，收

购公司89.66%的股份。 华仁物业表示，此次控股

股东变更，将进一步提升雅生活服务于青岛区域

的市场影响力及竞争力。公司仍具备经营的独立

性，雅生活服务将助力公司拓展业务规模及覆盖

范围，提升公司的总体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彭海认为， 不少港股公司的经营主体在内

地，对于挂牌公司的收购更多还是出于产业整合

的考虑。

“蛇吞象”案例告吹

从收购完成情况看， 今年以来，11家上市公

司完成对新三板公司股权收购；两起收购案例终

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终止的收购案例中，上

市公司体量均小于被并购的新三板公司。

4月2日，英雄互娱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

东天津迪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 “迪诺投

资” ）决定终止英雄互娱与赫美集团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 根据赫美集团此前发布的公告，公司拟

以5.94元/股的价格向英雄互娱全体股东发行股

份购买英雄互娱100%股权。交易完成后，赫美集

团实控人拟将变更为英雄互娱创始人应书岭。

资料显示，英雄互娱主营移动游戏的研发与

发行，赫美集团主要从事国际服饰品牌的代理运

营服务等。从资产规模看，截至2018年底，英雄互

娱总资产合计56.87亿元，而赫美集团只有45.43

亿元； 从市值情况看， 英雄互娱停牌前市值为

102.16亿元，而赫美集团仅为70.36亿元。

迪生力拟收购南菱汽车的案例类似。3月4日，

迪生力公告称，由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复杂，

公司与交易对方无法在核心事项上达成一致意

见，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此前披

露的公告， 迪生力拟收购南菱汽车32.26%股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迪生力、南菱汽车总资产

分别为8亿元、21.47亿元；2018年， 迪生力实现营

业收入7.96亿元，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350.78万元， 南菱汽车同期实现营业收入64.05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7666.02万元。

彭海指出， 并购能否成功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 交易价格未能达成一致、并购重组持续时间

太长、后期资本市场走势、监管政策变化都可能

导致并购失利。 “目前，围绕产业整合和实体经

济开展的并购等资本运作相对成功几率较高。监

管层严防资金脱虚向实，亦或是打着并购重组的

旗号进行炒作等情况出现。 ”

今年以来，多家上市公司因并购事项遭到交

易所问询， 问询重点涵盖标的公司业绩变动情

况、交易定价依据、是否涉嫌“忽悠式” 重组等。

以赫美集团为例，公司3月28日公告称，重组项目

进展顺利，4月2日即宣布终止股份转让协议。 对

此， 深交所要求赫美集团自查是否涉嫌 “忽悠

式” 重组，详细说明未满足股份转让协议核心交

易条件的具体情况。

并购行情有望延续

申万宏源新三板首席分析师刘靖指出， 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与行情关联度较大，行情越好，并购

越多，且通常时滞约两个季度。 一季度A股市场上

涨，预计上市公司并购环境将得到改善。 此外，若

定增政策预期放松，则将进一步刺激并购市场。

2018年12月，证监会明确2019年要做好九个

方面重点工作， 其中便有深化创业板和新三板改

革，优化再融资制度，深化市场化并购重组改革。

今年1月，证监会在通报近期完善并购重组监管工

作情况时表示， 下一步将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持续研究企业诉求，深化并购重组体制机制改

革， 让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

置。 同时，持续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并特别

强调中介机构要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 作用，

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上市公司收购新三板公司金额普遍较小。

2018年10月推出的“小额快速” 并购重组审核

机制，为上市公司发起收购提供了支持和便捷通

道。部分公司在政策推出后抢先试水。 2018年10

月，民生证券就设研院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中赟国际股权出具专项核

查意见。 民生证券认为，设研院的本次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且公司最近12个月内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超过5亿元； 本次

交易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不存在募集配套资金

用于支付现金对价或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超过

5000万元的情形，也不存在按照“分道制” 分类

结果属于审慎审核类别的情形。 本次交易适用

“小额快速”审核。

广证恒生新三板分析师陆彬彬认为，“小额

快速” 机制为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企业提供了

较好的交易环境。“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产业

整合、 业务升级将成为趋势。 新三板市场作为

‘标的池’ 将从中受益。 该通道将提高上市公司

并购新三板企业的交易活跃度。 ”

彭海分析认为，2019年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

公司的行情有望延续。“不少传统行业企业经营

比较困难；从产业链看，产业链的分化和整合将

导致优胜劣汰。 对于一些偏下游的企业而言，并

购是比较好的出路；从资本运作角度看，目前新

三板市场缺乏明显利好政策，挂牌公司谋求被上

市公司合并也是一种选择，为老股东提供了一条

退出通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