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扎堆定增 新兴产业站上风口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随着10月以来市场交易活跃度的回升，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也在逐步恢复。 Wind数据显示，以预案公告日计，10月两市有123家上市公司公告定增预案，公司家数和拟募集资金规模环比增幅明显。 进入11月，第一周就有36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募资金额超过10月拟募资规模的一半。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定增市场快速回暖，显示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目前市场运行状况较为认可。 此外，不少公司的方案都显露出进军新兴产业的意图，这类项目多受到资金的追捧。

定增预案扎堆发布

Wind数据显示，6月以来市场大幅度调整，股市融资能力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以预案公告日计，6月有119家上市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4669.2亿元；7月分别锐减至76家、1953.7亿元；8月的数据尽管环比7月有所上升，但仍少于6月份的数据；9月有91家上市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3402.6亿元；10月，虽然交易日期较少，但仍有123家上市公司发布预案拟募集资金3316亿元。 进入11月仅一周，就有36家上市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规模达1705.24亿元。 分析人士预计，11月定增市场有望进一步回暖。

此外，部分前期因市场环境而终止定增的公司也选择近期重启融资计划。 银之杰近期公告称，拟募集资金8.3亿元用于“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服务平台（一期）”项目。 事实上，今年6月初，该公司曾拟定增募资近30亿元加码互联网金融，不料受市场非理性下跌影响而终止。 如今公司下调融资规模重启定增，显示出对后市看好。

除了上市公司外，监管层也于近期加快了核准进度。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10月份以来证监会核准了超过50家公司的定增再融资方案。 今年前三季度，虽然上市公司公布的定增预案井喷，但证监会累计核准的只有63家。 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受监管层呵护和市场环境回暖的影响，10月共有30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向增发方案，再融资金额为426.94亿元，环比上升了44.19%。

10月在已经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中，物产中大发行股份122099.4309万股，发行价格8.71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106.35亿元，其融资规模居首位。

资金涌向新兴产业

除了规模环比上升之外，近期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便是巨额定增方案频频出现。 数据显示，10月以来，拟定增规模接近或超过百亿元的公司有5家；从定增目的来看，大多数公司打算将资金投向新兴产业。

最大的定增方案来自于同方国芯。 同方国芯11月5日发布非公开发行预案，拟以27.04元/股向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下属公司等对象非公开发行29.59亿股，募资总额不超过800亿元，全部投入芯片业务。 其中，拟投入600亿元建设存储芯片工厂，37.9亿元用于收购台湾力成25%股权，162.1亿元用于对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公司的收购。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西藏紫光国芯，控制人仍为清华控股。 本次定增中800亿募资额也创下2008年中国平安之后A股史上第二大再融资方案。

中概股“借壳”回归A股的脚步近期也再度重启。 停牌一年多的世纪游轮于2015年10月30日晚间公告，世纪游轮拟向巨人网络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收购巨人网络全部股权，交易对价暂定为130.9亿元。 同时，公司拟向现实际控制人彭建虎出售公司现有全部资产及负债，交易价格暂定为6.27亿元。 此外，世纪游轮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50亿元。 若此次交易顺利实施，巨人网络将实现借壳上市，史玉柱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而老牌国企上汽集团不仅抛出150亿元方案坚定加码新能源汽车，还在定增中引入员工持股计划。 上汽集团近期公告，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约9.64亿股，发行价不低于15.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含发行费用），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大规模定制、前瞻技术和车联网、汽车服务与汽车金融等项目。 发行对象方面，上汽总公司拟出资认购不超过30亿元，员工持股计划拟出资额不超过11.6745亿元，其余部分由其他特定对象以现金进行认购。

被纳入东旭集团的宝安地产近期发布定增预案，公司拟定增募集95亿元，将主要投建总装机容量达1150MW的光伏电站。 公司表示，若预案中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按计划顺利实施，公司光伏电站的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150MW，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光伏发电业务，基本实现公司关于地产和新能源双主业共同发展的战略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0月底以来，巨量融资方案频频出现，但并未对市场信心造成打击，相反所属板块甚至受其提振走出一轮行情。 同方国芯复牌当日率先一字封死涨停。 板块相关公司上海贝岭、瑞凌股份、中京电子、全志科技等股开盘之后也冲上涨停板。 当日，半导体板块和元器件板块双双涨幅超过4%，板块内合计涨停股票超20只。 而上汽集团在复牌后也封上涨停板。

分析人士指出，从募资规模排名靠前的公司来看，这些公司募投项目大多指向战略性新兴行业，代表经济转型方向，市场前景较为确定，因此受到市场追捧。 以同方国芯为例，随着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国产化芯片替代进入加速期，使芯片行业迎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同方国芯通过产能建设和收购相关资产，有助于加强公司对芯片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和控制，提升业务优势和盈利能力。 而随着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十三五”规划视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模有望突破万亿。 此外，不少定增方案发行对象中均有控股股东积极捧场，显示出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强烈。

价格倒挂现象改善

与8月定增价格大规模倒挂相比，10月以来定增价格倒挂现象显著改善。 在10月以来公布定增预案的公司中，已经公布发行价或者底价的公司，有10余家公司出现价格倒挂。 分析人士认为，这使得发行更为顺畅，也提升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积极性。

目前最新股价较预案发行价翻倍的公司有新南洋、海德股份和奥马电器，公司募投项目涉及增长前景较为确定的教育、资产管理等行业，受到市场追捧。 新南洋10月29日发布定增预案，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用于拓展K12教育和职业教育业务。 券商研报指出，新南洋作为A股少有的综合教育集团，涵盖了K12、国际教育、职业教育和在线教育等全业务范围，在教育产业领域的品牌建设、业务拓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此外，公司民办教育产业的发展也有望迎来较好时机。

海德股份定增48亿元拟用于增资子公司海德资管及偿还设立海德资管相关借款。 公司表示，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正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现有的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大部分属于非上市公司，海德资管作为海德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可以依托上市公司的平台和资本市场对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海德股份提高盈利能力、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实现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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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定增并购活跃

F

山东上市公司掀起并购重组高潮

□

本报记者 董文杰

在金融改革逐渐深入、资本市场并购重

组盛行的背景下，今年以来，山东板块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上市公司家数日渐增

多。 银座股份于11月9日复牌，其重组方案

集合了大股东优质资产注入、 员工持股、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多项要素，成为当前国有控

股企业借力重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壮大

主业的典型代表。而民营企业以转型升级为

目标的并购重组更是方兴未艾。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目前，因筹划

重组而处于停牌状态的山东上市公司尚有

28家，占区域上市公司总量近20%。 就今年

已复牌公司公告的重组方案来看，上市公司

重组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具体表现为新兴产

业受热捧、并购交易活跃、员工持股参与定

增升温、PE+上市公司模式盛行等。

地方国企积极推进混改

查阅山东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近期的重

组方案不难发现，其重组方式与国资国企混

合所有制的目标一脉相承。山东在推进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着经营性国资证

券化率低、国有控股股东“一股独大” 、资产

负债率偏高、 成长性和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借力资本市场进行改革有望解决上述问题，

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将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加快集团资

产整体上市以提高国资证券化水平是山东

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山东黄金

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将黄金集团及其控股企

业旗下的多处黄金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迈出

了整体上市的重要一步。烟台冰轮目前也完

成了发行股份购买第一大股东冰轮集团所

持海外资产的重组事项，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进一步提升；银座股份重组拟注入大股东优

质资产增强主业，同时推进员工持股计划改

善股权结构。 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不仅

对于实现资源整合、避免同业竞争、实现利

润稳定增长有重要意义，更契合了国企混改

的要求。

近期国企重组的主流模式仍为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但上市公司及员工参与定增的

案例大大增加。按照“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

者利益共同体” 的要求，山东国有控股企业

在重组过程中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推行亦有

成功尝试。 以山东黄金、银座股份为代表的

企业结合重大资产重组，鼓励员工参与定向

增发募集配套资金；新华医疗则通过“奖励

金” 与股权激励相结合的手段为国企推行

员工持股计划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山东省政府于今年7月份披露的《推进

省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方案》

提出，山东将搭建“大国资”平台，实现省属

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 并力争于2016

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 届时，将对资产规模

较大、资产质量较好、具备投资运营基础的

省属企业，以其为主体重组整合其他省属企

业，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将省属优

质资产进行集中监管，意味着国资改革腾挪

的空间被大大拓宽。

据悉，山东国企改革还将在引入社会资

本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创新设计优先股

条款丰富重组支付手段、加快降低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达到利用

资本市场推进混改的目标。随着国企改革的

推进， 资本大省山东的改革步伐不会落后，

山东将在利用资本市场助推国企改革的进

程中掀起新浪潮。

并购成就民企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并购重组热潮持续升温。 据

统计， 截至10月31日， 监管部门共审核了

273家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比2014年全

年194家增加了40%，民营企业的并购重组

风生水起。 从重组方案和重组进展公告来

看，山东民企上市公司通过重组将达成产业

转型、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的目标。

通过重组实现转型的企业以科达股份、

新潮实业为代表，其共性在于通过重组将盈

利能力较差的传统主业进行处置，并通过跨

界收购实现向新兴产业的转型。重组完成后

的科达股份将从地产企业转型为数字营销

企业，新潮实业将由房地产行业转型为石油

资源类企业。

靠重组实现产业升级的企业以万润股

份、双塔食品等企业为代表。其中，万润股份

收购美国MP公司将壮大公司医疗业务的

实力，尤其是生命科学和体外诊断的行业影

响力将大大增强；双塔食品拟收购四家相关

粮油食品公司，计划利用互联网开放平台打

通于全食品产业链。

重组后实现双主业或者多元化发展的

企业以华仁药业、 保龄宝、 宏达矿业为代

表。 华仁药业的重组方案显示将非公开发

行股份全权收购云南红塔创新， 打造医药

与创投双主业并行的结构， 增加利润增长

点； 功能糖企业保龄宝目前正筹划收购两

家教育类上市公司股权； 宏达矿业正筹划

收购互联网及相关服务资产， 届时将与铁

矿形成双主业局面。 随着互联网+、新能源

等新兴行业的出现， 以及并购重组热潮的

蔓延， 跨界收购和跨国收购在民企上市公

司中日益普遍。

新三板PE机构围猎A股公司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近期， 新三板PE机构在A股市场动作

频频。九鼎投资通过收购中江集团控股中江

地产； 中科招商已经举牌16家A股公司，未

来可能会举牌更多公司；思考投资已是两度

举牌园城黄金。举牌和收购后续动作引发市

场关注，九鼎投资经营主体昆吾九鼎有望注

入中江地产；中科招商通过举牌A股公司拟

打造产业集群。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这些公

司产业重塑存有较大想像空间。

PE密集举牌

园城黄金10月22日公告称， 截至10月

19日，思考投资（831896）及其一致行动人

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A类10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陕国投·工银量化恒

盛精选D类1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26期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思考20号A2-1

大宗交易二级市场循环套利基金、 思考20

号A5-1循环套利基金累计买入园城黄金

股票2242.2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

实际上， 园城黄金7月18日曾披露，与

思考投资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5只基金、信

托产品 2015年 7月购入园城黄金股票

1169.84万股， 占园城黄金总股本比例为

5.21%。 这也意味着思考投资再次举牌园城

黄金。

在此之前， 另外一家 PE九鼎投资

（430719）5月15日公告称，公司5月15日在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通过电子竞价的方式以

41.5亿元拍得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九鼎投资

将通过中江集团间接持有A股上市公司中

江地产72.37%的股权。

围猎A股公司力度最大的PE机构当属

中科招商（832168）。 今年6月15日开始，A

股市场开始大幅下挫。随着市场展开深度调

整，中科招商7月开始出手举牌A股公司，最

初举牌了朗科科技、天晟新材、三变科技三

家公司，截至目前，中科招商已经合计举牌

16家A股公司。

后续动作可期

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此前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科招商举牌是

为了重塑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改变上市

公司的基本面。未来会把这些举牌的上市公

司变成跟中科招商协同发展的产业孵化、培

育、整合、并购和投资的平台，实现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的协同。

同时，这些被举牌的上市公司在做产业

整合的过程中，也为中科招商投资的一些项

目带来了新的退出渠道。 这就是说，中科招

商在手项目有望注入举牌的这些公司中。中

科招商也可能会为举牌的上市公司在市场

上寻找一些好项目进行并购。

此外， 中科招商10月宣布与位于美国

硅谷的全球最大创业企业投融资平台An-

gelList达成战略合作打造“硅谷直通车” 。

根据规划，中科招商计划未来5年举牌50家

上市公司。中科招商举牌的A股公司在产业

重塑方面空间较大，而硅谷投资企业则在技

术方面具备优势。为实现海内外投资产业的

协同发展，未来有可能会撮合举牌的A股公

司收购硅谷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或者收购

投资的硅谷公司。

思考投资称，增持园城黄金目的是为了

获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今年3月，停牌

半年之久拟加码黄金采选业务的园城黄金

宣布重大资产重组失败。截至今年第三季度

末，园城黄金控股股东园城实业共持有公司

29.31%的股份。

而九鼎投资在举牌中江集团时已明

确表示，公司收购中江集团后，拟将公司

持有的部分资产注入中江地产。 根据中江

地产9月披露， 九鼎投资将剥离昆吾九鼎

的业务， 中江地产以9亿的代价将其纳入

上市公司中。 昆吾九鼎实际上是九鼎投资

的经营主体，九鼎投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

昆吾九鼎。

上市公司扎堆定增 新兴产业站上风口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定增预案扎堆发布

Wind数据显示，6月以来市场大幅度调整，

股市融资能力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以预案公告

日计，6月有119家上市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募

集资金4669.2亿元；7月分别锐减至76家、1953.7

亿元；8月的数据尽管环比7月有所上升，但仍少

于6月份的数据；9月有91家上市公司发布定增

预案，拟募集资金3402.6亿元；10月，虽然交易

日期较少，但仍有123家上市公司发布预案拟募

集资金3316亿元。进入11月仅一周，就有36家上

市公司发布定增预案， 拟募集资金规模达

1705.24亿元。 分析人士预计，11月定增市场有

望进一步回暖。

此外，部分前期因市场环境而终止定增的

公司也选择近期重启融资计划。 银之杰近期公

告称，拟募集资金8.3亿元用于“互联网金融大

数据服务平台（一期）” 项目。事实上，今年6月

初，该公司曾拟定增募资近30亿元加码互联网

金融，不料受市场非理性下跌影响而终止。 如

今公司下调融资规模重启定增，显示出对后市

看好。

除了上市公司外， 监管层也于近期加快了

核准进度。同花顺数据显示，10月份以来证监会

核准了超过50家公司的定增再融资方案。 今年

前三季度，虽然上市公司公布的定增预案井喷，

但证监会累计核准的只有63家。 根据投中研究

院统计数据显示， 受监管层呵护和市场环境回

暖的影响，10月共有30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

定向增发方案，再融资金额为426.94亿元，环比

上升了44.19%。

10月在已经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中，

物产中大发行股份122099.4309万股，发行价格

8.71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106.35亿元，其融资

规模居首位。

资金涌向新兴产业

除了规模环比上升之外， 近期最引人关注

的现象便是巨额定增方案频频出现。 数据显示，

10月以来， 拟定增规模接近或超过百亿元的公

司有5家；从定增目的来看，大多数公司打算将

资金投向新兴产业。

最大的定增方案来自于同方国芯。同方国芯

11月5日发布非公开发行预案， 拟以27.04元/股

向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下属公司等对象非公开

发行29.59亿股，募资总额不超过800亿元，全部

投入芯片业务。 其中，拟投入600亿元建设存储

芯片工厂，37.9亿元用于收购台湾力成25%股

权，162.1亿元用于对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公司的

收购。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

西藏紫光国芯，控制人仍为清华控股。 本次定增

中800亿募资额也创下2008年中国平安之后A

股史上第二大再融资方案。

中概股“借壳”回归A股的脚步近期也再度

重启。 停牌一年多的世纪游轮于2015年10月30

日晚间公告， 世纪游轮拟向巨人网络全体股东

发行股份，收购巨人网络全部股权，交易对价暂

定为130.9亿元。同时，公司拟向现实际控制人彭

建虎出售公司现有全部资产及负债， 交易价格

暂定为6.27亿元。 此外，世纪游轮拟募集配套资

金总金额不超过50亿元。 若此次交易顺利实施，

巨人网络将实现借壳上市， 史玉柱将成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而老牌国企上汽集团不仅抛出150亿元方案

坚定加码新能源汽车，还在定增中引入员工持股

计划。 上汽集团近期公告，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约9.64亿股，发行价不低于15.5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含发行费

用），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大规模定制、前瞻

技术和车联网、汽车服务与汽车金融等项目。 发

行对象方面，上汽总公司拟出资认购不超过30亿

元，员工持股计划拟出资额不超过11.6745亿元，

其余部分由其他特定对象以现金进行认购。

被纳入东旭集团的宝安地产近期发布定增

预案，公司拟定增募集95亿元，将主要投建总装

机容量达1150MW的光伏电站。公司表示，若预

案中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按计划顺利实

施 ， 公司光伏电站的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150MW，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光伏发电业务，

基本实现公司关于地产和新能源双主业共同发

展的战略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0月底以来，巨量融资

方案频频出现， 但并未对市场信心造成打击，相

反所属板块甚至受其提振走出一轮行情。同方国

芯复牌当日率先一字封死涨停。板块相关公司上

海贝岭、瑞凌股份、中京电子、全志科技等股开盘

之后也冲上涨停板。 当日，半导体板块和元器件

板块双双涨幅超过4%， 板块内合计涨停股票超

20只。 而上汽集团在复牌后也封上涨停板。

分析人士指出， 从募资规模排名靠前的公

司来看， 这些公司募投项目大多指向战略性新

兴行业， 代表经济转型方向， 市场前景较为确

定，因此受到市场追捧。 以同方国芯为例，随着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国产化芯片替

代进入加速期， 使芯片行业迎来广阔的市场前

景。 同方国芯通过产能建设和收购相关资产，有

助于加强公司对芯片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和控

制，提升业务优势和盈利能力。 而随着发展新能

源汽车产业进入“十三五” 规划视野，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规模有望突破万亿。 此外，不少定增方

案发行对象中均有控股股东积极捧场， 显示出

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强烈。

价格倒挂现象改善

与8月定增价格大规模倒挂相比，10月以来

定增价格倒挂现象显著改善。 在10月以来公布

定增预案的公司中， 已经公布发行价或者底价

的公司，有10余家公司出现价格倒挂。 分析人士

认为，这使得发行更为顺畅，也提升了上市公司

再融资的积极性。

目前最新股价较预案发行价翻倍的公司有

新南洋、海德股份和奥马电器，公司募投项目涉

及增长前景较为确定的教育、 资产管理等行业，

受到市场追捧。 新南洋10月29日发布定增预案，

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用于拓展

K12教育和职业教育业务。券商研报指出，新南洋

作为A股少有的综合教育集团，涵盖了K12、国际

教育、职业教育和在线教育等全业务范围，在教

育产业领域的品牌建设、业务拓展等方面具有较

强的竞争优势。 此外，公司民办教育产业的发展

也有望迎来较好时机。

海德股份定增48亿元拟用于增资子公司海

德资管及偿还设立海德资管相关借款。 公司表

示，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正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现

有的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大

部分属于非上市公司， 海德资管作为海德股份

的全资子公司， 可以依托上市公司的平台和资

本市场对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多种方式进

行融资，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海德

股份提高盈利能力、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实现战

略转型。

名称 预案公告日 方案进度

最新价

(元)

预案差价率

(%)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

(亿元)

定向增发

目的

发行对象

认购

方式

行业类别

同方国芯 2015-11-6 董事会预案 35.96 32 .99 295,857 .99 800.00 项目融资

大股东关联方,机构

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现金 计算机

上汽集团 2015-11-6 董事会预案 19.55 25 .64 96,401 .03 150.00 项目融资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境内自然人

现金 汽车制造

世纪游轮 2015-10-31 董事会预案 31.65 7 .00 44,252 .87 130.90 壳资源重组 机构投资者 资产

公共设施

管理

宝安地产 2015-10-27 董事会预案 14.75 - - 95.00 项目融资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境内自然人

现金 房地产

广汇汽车 2015-10-30 董事会预案 17.46 58 .87 72,793 .45 80 .00 项目融资

机构投资者,

境内自然人

现金 零售业

彩虹股份 2015-10-23 董事会预案 11.28 8 .25 68,000 .00 70 .00 项目融资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现金 计算机

锦龙股份 2015-10-16 董事会预案 31.67 - - 70.00 项目融资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现金

资本市场

服务

华声股份 2015-11-5 董事会预案 18.30 26 .21 47,793 .10 69 .30 配套融资

大股东关联方,

机构投资者

现金 电气机械

北方创业 2015-10-27 董事会预案 17.12 26 .81 48,529 .67 65 .52

集团公司

整体上市

大股东,大股东关联方 资产

运输设备

制造

世纪游轮 2015-10-31 董事会预案 31.65 7 .00 16,903 .31 50 .00 配套融资 机构投资者 现金

公共设施

管理

10月以来定增预案融资规模居前的部分公司

数据来源/Wind� �制表/张玉洁

随着10月以来市场交易活跃度的回升，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也在逐步恢复。 Wind数据显示，以预案公告日

计，10月两市有123家上市公司公告定增预案，公司家数和拟募集资金规模环比增幅明显。进入11月，第一周就

有36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募资金额超过10月拟募资规模的一半。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定增市场快速回暖，显示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目前市场运行状况较为认可。 此外，

不少公司的方案都显露出进军新兴产业的意图，这类项目多受到资金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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