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4家新三板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喜 利润

向“头部”集中趋势明显

本报记者 胡雨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13日中国证券

报记者发稿，已有573家新三板挂牌公司披露

2019年半年报，314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较

去年同期增长， 占比达54.8%，112家净利润

在1000万元的公司贡献了整体净利润的

75.16%。 产品销售增加、成本费用控制、收入

结构变化导致毛利率提升是推动挂牌公司业

绩增长的主要原因。近26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

润较去年同期下滑， 部分公司半年报遭主办

券商提示风险。

净利润向“头部”集中

从已披露中报公司情况看， 新三板公司

上半年净利润向头部公司集中趋势明显。

Wind数据显示， 上半年共有398家挂牌公司

净利润为正，仅2家公司净利润超过1亿元，净

利润在3000万元以上的公司合计18家，净利

润在1000万元至3000万元的公司合计94家。

从净利润贡献程度看，20家净利润在3000万

元以上的公司贡献了整体净利润的32.04%，

112家净利润在1000万元以上的公司贡献了

整体净利润的75.16%。

钢银电商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97.21亿元， 在已披露中报的挂牌公司中遥

遥领先，但公司毛利率仅有0.58%，上半年公

司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亿

元，同比增长98.94%。钢银电商从事钢铁现货

交易电子商务服务，公司表示，截至2019年6

月底，公司资产结构合理，盈利大幅增长，经

营发展状况符合公司预期。

东海证券2019年上半年盈利情况出现大

幅好转， 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亿元， 在已披露2019年中报的挂牌公司

中暂居第一。东海证券表示，上半年净利润增

长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长，2019年上半年

国内宏观经济继续平稳运行， 资本市场开启

了一轮上涨行情，市场交投活跃，公司证券经

纪及证券自营等业务取得较好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 公司净资本及流动性等主要风险

控制指标没有发生触及预警标准及不符合监

管标准的情形，风控指标持续达标。

从净利润增速看，共有121家挂牌公司上

半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100%以上，控创

信息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120倍，但公司净利润规模较小，仅有195.7万

元。 控创信息主营业务是以智能视频监控为

核心的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 技术服务等业

务，公司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承

接了多条轨道交通线采购项目， 以及此前承

接的部分项目完成验收。

新三板是科创板“考生” 的重要“生源

地” 。 截至8月13日，凌志软件、联瑞新材、泰

坦科技等科创板申请获受理公司已披露2019

年中报， 上半年3家公司净利润均实现增长。

凌志软件实现净利润8501.47万元，同比增长

99.48%；联瑞新材实现净利润3519.4万元，同

比增长34.9%； 泰坦科技实现净利润2573.89

万元，同比增长12.94%。

截至8月13日， 已有573家挂牌公司完成

2019年中报披露， 占市场挂牌公司总数的

6.05%。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通知，挂牌公司应

在2019年8月30日前完成半年度报告的披

露，逾期将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停牌；未能在

2019年10月31日前披露半年度报告的，其股

票将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摘牌。 从挂牌公司

公布日期看， 超过4200家公司将在8月30日

之前的一个星期内密集完成中报披露。

多因素助推业绩增长

从披露原因来看，2019年上半年多数挂

牌公司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产品销售增加、

成本费用控制、 收入结构变化导致毛利率提

升等。

凯大催化2019年上半年营收、 净利润实

现双增，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7亿

元，同比增长54.16%；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126.53万元，同比增长175.78%。

凯大催化主营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发、 制造和

循环加工， 公司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长一方面

得益于公司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品质量稳

定、性能良好，销售保持持续稳步增长，同时

公司不断提高该产品在新客户中的使用占

比，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中国石油大

庆石化铑催化剂项目” 的供货，该产品在国内

市场的占有率逐年提升。

特瑞斯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长较快，

公司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8.49万元，同比增长149.18%。特瑞斯主要

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天然气输配专用调

压、计量集成设备以及LNG应用的配套装备。

公司表示， 报告期内净利润大幅增加主要是

公司成本费用得到较好控制， 产品毛利率从

去年同期的29.86%增至34.06%，同时公司事

前测算了投标项目利润， 避免执行利润过低

的项目。

市场环境变化及所处行业政策调整也会

对挂牌公司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环港股份

2019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56.57万元， 去年同期公司亏损521.27

万元。 环港股份主要从事塑料装饰材料及塑

料家居用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

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长， 主要原因是去年受环

保限产影响， 很多订单在2019年的1-3月发

货， 或延迟至本年生产完再发货， 所以今年

1-6月份销售收入比较高。 此外由于今年未

受环保限产影响，产销量较高，销售成本相对

去年同期较低，导致公司毛利率较高。

青浦资产主营房屋租赁和股权投资，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328.36万元， 同比增长90.45%，对

此公司表示主要是是由于投资收益增长明

显，公司持有的浦发银行、上海农商银行股份

权益分派上上年同期增加。 上半年因浦发银

行股价上涨， 公司总资产也较2019年年初提

高了14.05%。

一些公司将业绩增长归功于研发投入持

续增加。 营邑股份2019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1.42万元， 同比增

长262.79%。 营邑股份主营城乡规划设计、市

政工程规划、交通规划等，公司表示，2019年

上半年公司研发了手机端管线排摸定位系

统， 在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提高

了工作效率。正是持续科技研发的投入，公司

技术优势的显现， 带来了市级重大市政项目

的增加。

遭提示风险

截至8月13日， 共有258家公司上半年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下滑，175家公司上半年净利

润亏损。从公司公告看，不同公司亏损原因不

尽相同。

乐普四方2019年上半年同比由盈转亏。

报告期内， 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002.33万元， 上年同期公司净利润为

660.38万元。 乐普四方收入主要来自于节能

服务，对于净利润下滑，公司表示一个重要原

因是公司与沙河市凯丰矿产品有限公司签订

的定制鄯善县三峰山矿区选矿生产线采购合

同， 因生产线涉及的矿区位置被划到野骆驼

保护区，禁止开发，经协商一致终止合同，已

付款项892万元无法收回， 计入非经常性损

益。

睿易教育2019年上半年亏损额较去年同

期进一步扩大。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19.39万元， 去年同期

为-790.69万元。睿易教育主营教育信息化产

品的研发、销售及配套软硬件的技术支持，截

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为3425.91万元， 占期末流动资产比例为

31.35%，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26.34%，公司

指出过高的应收账款仍存在着因未来回收期

过长等导致发生坏账损失的潜在风险。

成本费用激增导致部分公司业绩 “变

脸” 。 嘉诚信息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33.8万元，上年同期公

司尚盈利16.12万元。 对于业绩下滑，嘉诚信

息表示主要原因是公司人员及工资增长，使

得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增幅较大，研发费用较

上年同期增长54.45%。但公司表示，随着省外

软件项目增多，省内项目在下半年陆续验收，

预计公司下半年经营情况将得到明显改善。

部分挂牌公司在披露半年报当天即被主

办券商提示风险。8月9日，国融证券发布风险

提示公告，称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其持续督导

企业决胜股份存在以下风险：2019年上半年

公司确认处置投资收益400万元，但公司无法

对此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提供合理解释；确

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08万

元， 确认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为608万元，但

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说明无法为上述交易性金

融资产及投资收益的确认提供充分合理的保

证。上述两个事项影响净利润1008万元，对财

务报表公允性影响较大， 国融证券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决胜股份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157.18万元，同比大幅下滑83.61%，但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由上年的-2539.

57万元变为39.1万元，同比实现扭亏，对此公

司解释称主要是由于公司自战略调整后资产

孵化的业务发展初具成效， 确认了部分投资

收益。因实控人持股被司法冻结、公司未弥补

亏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等原因，决

胜股份年内多次被国融证券提示风险。

净利润向“头部” 集中

从已披露中报公司情况看，新三板公司上

半年净利润向头部公司集中趋势明显。 Wind

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398家挂牌公司净利润

为正，仅2家公司净利润超过1亿元，净利润在

3000万元以上的公司合计18家， 净利润在

1000万元至3000万元的公司合计94家。 从净

利润贡献程度看，20家净利润在3000万元以

上的公司贡献了整体净利润的32.04%，112家

净利润在1000万元以上的公司贡献了整体净

利润的75.16%。

钢银电商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97.21亿元，在已披露中报的挂牌公司中遥遥

领先，但公司毛利率仅有0.58%，上半年公司

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亿元，

同比增长98.94%。 钢银电商从事钢铁现货交

易电子商务服务，公司表示，截至2019年6月

底，公司资产结构合理，盈利大幅增长，经营发

展状况符合公司预期。

东海证券2019年上半年盈利情况出现大

幅好转， 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亿元，在已披露2019年中报的挂牌公司中

暂居第一。 东海证券表示，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长，2019年上半年国

内宏观经济继续平稳运行，资本市场开启了一

轮上涨行情，市场交投活跃，公司证券经纪及

证券自营等业务取得较好的经营成果。报告期

内，公司净资本及流动性等主要风险控制指标

没有发生触及预警标准及不符合监管标准的

情形，风控指标持续达标。

从净利润增速看，共有121家挂牌公司上

半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100%以上，控创

信息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120倍，但公司净利润规模较小，仅有195.7万

元。控创信息主营业务是以智能视频监控为核

心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等业务，公

司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承接了多

条轨道交通线采购项目，以及此前承接的部分

项目完成验收。

新三板是科创板“考生” 的重要“生源

地” 。截至8月13日，凌志软件、联瑞新材、泰坦

科技等科创板申请获受理公司已披露2019年

中报，上半年3家公司净利润均实现增长。 凌

志软件实现净利润8501.47万元， 同比增长

99.48%；联瑞新材实现净利润3519.4万元，同

比增长34.9%； 泰坦科技实现净利润2573.89

万元，同比增长12.94%。

截至8月13日， 已有573家挂牌公司完成

2019年中报披露， 占市场挂牌公司总数的

6.05%。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通知，挂牌公司应

在2019年8月30日前完成半年度报告的披露，

逾期将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停牌； 未能在

2019年10月31日前披露半年度报告的， 其股

票将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摘牌。从挂牌公司公

布日期看，超过4200家公司将在8月30日之前

的一个星期内密集完成中报披露。

多因素助推业绩增长

从披露原因来看，2019年上半年多数挂牌

公司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产品销售增加、成本

费用控制、收入结构变化导致毛利率提升等。

凯大催化2019年上半年营收、 净利润实

现双增，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7亿

元，同比增长54.16%；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126.53万元，同比增长175.78%。

凯大催化主营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发、制造和循

环加工，公司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长一方面得益

于公司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品质量稳定、性

能良好，销售保持持续稳步增长，同时公司不

断提高该产品在新客户中的使用占比，另一方

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铑

催化剂项目” 的供货，该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

有率逐年提升。

特瑞斯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长较快，公

司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8.49

万元，同比增长149.18%。 特瑞斯主要从事研

发、生产、销售各类天然气输配专用调压、计量

集成设备以及LNG应用的配套装备。 公司表

示，报告期内净利润大幅增加主要是公司成本

费用得到较好控制，产品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29.86%增至34.06%， 同时公司事前测算了投

标项目利润，避免执行利润过低的项目。

市场环境变化及所处行业政策调整也会

对挂牌公司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环港股份

2019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56.57万元，去年同期公司亏损521.27万

元。环港股份主要从事塑料装饰材料及塑料家

居用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表示上

半年业绩增长，主要原因是去年受环保限产影

响，很多订单在2019年的1-3月发货，或延迟

至本年生产完再发货，所以今年1-6月份销售

收入比较高。 此外由于今年未受环保限产影

响，产销量较高，销售成本相对去年同期较低，

导致公司毛利率较高。

青浦资产主营房屋租赁和股权投资，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328.36万元， 同比增长90.45%，对

此公司表示， 主要是是由于投资收益增长明

显，公司持有的浦发银行、上海农商银行股份

权益分派上年同期增加。 上半年因浦发银行

股价上涨， 公司总资产也较2019年年初提高

了14.05%。

一些公司将业绩增长归功于研发投入持

续增加。 营邑股份2019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1.42万元，同比增长

262.79%。 营邑股份主营城乡规划设计、市政

工程规划、交通规划等，公司表示，2019年上

半年公司研发了手机端管线排摸定位系统，在

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提高了工作

效率。 正是持续科技研发的投入，公司技术优

势的显现，带来了市级重大市政项目的增加。

遭提示风险

截至8月13日， 共有258家公司上半年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下滑，175家公司上半年净利

润亏损。 从公司公告看，不同公司亏损原因不

尽相同。

乐普四方2019年上半年同比由盈转亏。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002.33万元， 上年同期公司净利润为

660.38万元。乐普四方收入主要来自于节能服

务，对于净利润下滑，公司表示一个重要原因

是公司与沙河市凯丰矿产品有限公司签订的

定制鄯善县三峰山矿区选矿生产线采购合同，

因生产线涉及的矿区位置被划到野骆驼保护

区，禁止开发，经协商一致终止合同，已付款项

892万元无法收回，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睿易教育2019年上半年亏损额较去年同

期进一步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19.39万元， 去年同期

为-790.69万元。 睿易教育主营教育信息化产

品的研发、 销售及配套软硬件的技术支持，截

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425.91万元 ， 占期末流动资产比例为

31.35%，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26.34%，公司

指出过高的应收账款仍存在着因未来回收期

过长等导致发生坏账损失的潜在风险。

成本费用激增导致部分公司业绩 “变

脸” 。嘉诚信息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133.8万元，上年同期公司

尚盈利16.12万元。对于业绩下滑，嘉诚信息表

示主要原因是公司人员及工资增长，使得管理

费用、销售费用增幅较大，研发费用较上年同

期增长54.45%。 但公司表示，随着省外软件项

目增多，省内项目在下半年陆续验收，预计公

司下半年经营情况将得到明显改善。

部分挂牌公司在披露半年报当天即被主

办券商提示风险。 8月9日，国融证券发布风险

提示公告，称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其持续督导

企业决胜股份存在以下风险：2019年上半年

公司确认处置投资收益400万元，但公司无法

对此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提供合理解释；确认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08万元，

确认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为608万元，但公司

所提供的证据说明无法为上述交易性金融资

产及投资收益的确认提供充分合理的保证。上

述两个事项影响净利润1008万元， 对财务报

表公允性影响较大，国融证券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决胜股份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157.18万元，同比大幅下滑83.61%，但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由上年的-2539.

57万元变为39.1万元，同比实现扭亏，对此公

司解释称主要是由于公司自战略调整后资产

孵化的业务发展初具成效，确认了部分投资收

益。 因实控人持股被司法冻结、公司未弥补亏

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等原因，决胜股

份年内多次被国融证券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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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证监局监管辖区

新三板公司力度提升

□本报记者 胡雨

除了全国股转公司外， 证监会及各地派出

机构也是新三板监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

年以来地方证监局对辖区内新三板公司监管关

注力度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年

内共有20家新三板公司被地方证监局采取监

管关注措施，数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部分挂

牌公司还收到了地方证监局下发的年报问询

函，这在新三板历史上较为罕见。

监管力度提升

日前华安股份发布公告称， 公司及相关人

员收到湖北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因公司

2015年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未按规定披露关联

交易，以及2016年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未披露

与实际控制人资金往来的关联交易等， 公司及

时任董事长代松、 时任副董事长刘艳被湖北证

监局给予警告，并处罚款合计40万元。

全国股转公司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年

内已有20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被地方证监局采

取监管关注措施，具体包括出具问询函、关注函

和警示函等， 这些挂牌公司存在问题主要包括

信息披露违规、关联方资金占用、未能按期披露

年报等。

阿拉科技自2018年2月11日至9月28日，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吴宇青、 实际控

制人亲属何央姑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非经

营性违规占用， 占用额合计2173万元， 截至

2018年9月28日，上述占用资金已归还。阿拉科

技未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未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根据相关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对阿拉科技

及其实际控制人吴宇青、 陈梅和罗云龙予以警

示，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ST雷蒙德因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控股股

东资金占用、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等多项问题，被

北京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和责令公开说明的

行政监管措施。公告显示，ST雷蒙德在《公开转

让说明书》 及截至2018年11月29日前历次信

息披露文件中均未披露公司与自然人蔡子金之

间存在的债务关系；公司在2013年曾为控股股

东对外借款提供担保， 但公司未按规定对相关

事项进行披露；公司与自然人张骥、李俊男之间

债务关系不明， 公司亦未按规定披露有关债务

信息。

安友农场此前公告称，因审计工作未完成，

预计不能按期披露2018年年报，对此云南证监

局对公司下发监管关注函， 要求公司按时完成

2018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并限期书面报

送未能如期披露年报的情况报告。

此前全国股转公司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全

国股转公司将通过加强制度约束、 强化事前监

管并加强监管协作等方式， 进一步加强新三板

市场投资者保护。对于涉嫌“坐等强摘”且重大

违法违规的， 全国股转公司将向中国证监会移

送违规线索。 全国股转公司总经理徐明此前也

表态， 将建立挂牌公司违规行为分类处理机制

和跨市场监管协作机制， 优化自律监管与行政

监管的对接工作，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

参与年报问询

梳理发现， 今年有4家挂牌公司收到地方

证监局下发的年报问询函。有业内人士指出，不

少地方证监局每年都会参与抽查辖区内挂牌公

司年报， 但对其出具年报问询函并由挂牌公司

披露问询函内容，在新三板历史上较为罕见。

义众科技日前公告称， 收到深圳证监局下

发的年报问询函。 2018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

余额为619.89万元，占总资产的59.88%，其中

公司于报告期内借给深圳市新亮佳光电有限公

司647万元，年报中称该借款为日常投资。 经查

工商登记资料， 深圳市新亮佳光电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王思彬，曾任义众科技的董事、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已于2017年离职。 深圳证监局

要求义众科技说明该笔款项的性质， 年报中称

的日常投资是否涉及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若

仅为借款， 请说明公司与王思彬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该笔借款是否为关联交易，是否已履

行对外借款审批程序。

除义众科技外，隶源基、法兰智联、宝福汽

车三家位于深圳的挂牌公司，今年也被深圳证

监局下发了年报问询函，应收账款、预付账款、

存货减值和货币资金情形是问询重点。 以法兰

智联为例，公司2018年年报被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会计师无法确

定坏账准备计提和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和真实性。 2018年末，法兰智联应收账款原

值1865万元，计提坏账准备597万元。对此深圳

证监局要求公司说明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的具体情况，包括计提的比例、依据及可回收

性分析。2018年末法兰智联存货原值914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614万元， 深圳证监局要求公司

说明对存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及测算

过程。

此外截至审计报告日， 法兰智联将三项应

收账款和一项其他应收账（合计1516万元）的

债权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沈硕果， 抵消沈硕

果代公司偿还1652万元银行借款的债务。 深圳

证监局要求公司说明转让给沈硕果的四项债权

的可收回性， 沈硕果代偿公司债务的期后执行

情况， 上述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及

后续的改进措施。

多家新三板公司近期撤回上市申请

□本报记者 胡雨

近期新三板挂牌公司密集撤回上市申请。

全国股转公司数据显示， 最近一个月来已有5

家挂牌公司宣布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申请文件，相比之下，2019年上半年仅有2家

公司撤回上市申请。 从披露原因来看，经营及

上市计划调整、所处行业出现变化致使成长性

存不确定性、引进投资者是挂牌公司撤回上市

申请主要原因。 另有多家挂牌公司近期终止

IPO辅导。

提交不久即撤回

华清飞扬8月12日发布公告称， 因公司经

营战略及上市计划调整， 经公司认真研究和审

慎考虑， 决定向证监会申请撤回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 此前公司于2018年3月

20日向证监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2018年3月27日公司上市

申请获证监会受理。

梳理发现，包括华清飞扬在内，近期新三板

出现挂牌公司密集撤回上市申请情形， 仅7月

11日至8月13日期间便有5家，而2019年上半年

撤回上市申请的挂牌公司一共才2家。 从时间

周期看，前述5家公司中有3家是今年上半年刚

刚提交上市申请。

新锐股份2019年6月18日向证监会报送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文件，8月6日

公司便公告称，公司因经营发展战略需要，基于

武汉厂区项目建设投资及收购澳洲子公司或有

对价支付和股权进一步增持资金需求考虑，近

期拟引进投资者，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决定调整

上市计划，暂缓上市进程。城市纵横上市申请于

5月6日获受理，7月16日公司即终止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并撤回申请文

件。君逸数码主营智慧城市行业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IPO上市申请于5月27日获受理，7月11日

公司宣布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申请文件。对于撤回上市申请原因，公司在公

告中仅表示 “经公司认真研究和审慎决定，拟

调整上市计划” ，并未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

从业绩看，近期撤回上市申请的挂牌公司，

多数2018年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以

金宏气体为例，2018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39亿元，同比增长137.63%。

早在2016年， 金宏气体IPO上市申请便已获得

证监会受理，但就在2019年8月5日，公司公告

称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上市申报材料。

终止IPO辅导增多

除撤回IPO上市申请外， 近期部分已进入

IPO辅导阶段公司也宣布终止其IPO辅导。从披

露原因来看，“资本市场整体战略规划需要”以

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是主要原因。

联盛化学8月5日公告称，鉴于战略发展需

要，公司拟调整上市计划，因未按照浙江证监局

要求提交辅导进展材料，浙江证监局于2019年

7月17日公告联盛化学终止辅导备案。 经协商，

公司与主办券商继续履行签订的《辅导协议》，

并择机重新申报浙江证监局辅导备案。

部分公司终止上市辅导或出于调整上市板

块考虑。 观想科技在2019年7月与广发证券签

署辅导终止协议后， 又迅速与长城证券重新签

署上市辅导协议，2019年7月31日公司向四川

证监局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

案材料。四川证监局官网显示，观想科技拟上市

板块确定为科创板，辅导备案日为8月2日。 资

料显示，观想科技拥有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

证证书等资质， 主要从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各大战区及各兵种提供高科技、低成本、全方位

的信息化产品和服务。

部分终止上市辅导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

滑。 大承医疗在2017年2月便与光大证券签署

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协议， 并向浙

江证监局报送了首次辅导备案登记手续。 2019

年7月10日公司公告称， 公司与光大证券签署

了上市辅导终止协议书， 并向浙江证监局报送

了公司终止上市辅导的备案材料。

对于终止上市辅导，大承医疗表示是“鉴

于公司发展战略调整需要” ， 但从业绩来看，

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23.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下滑

46.39%。 不过公司表示，业绩下滑主要是公司

有计划进行了业务结构调整， 逐步减少了医疗

美容方面的业务，虽然暂时减少了收入与利润，

但对公司今后的医疗服务业务发展将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314家新三板公司

上半年业绩预喜

利润向“头部”集中趋势明显

□本报记者 胡雨

� Wind数据显示，截

至8月13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发稿，已有573家新三

板挂牌公司披露2019年

半年报，314家公司上半

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

长， 占比达54.8%，112

家净利润在1000万元的

公司贡献了整体净利润

的75.16%。 产品销售增

加、成本费用控制、收入

结构变化导致毛利率提

升是推动挂牌公司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 近260

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较

去年同期下滑，部分公司

半年报遭主办券商提示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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