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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中小板领跑 新能源行业景气高

1211家公司逾六成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1月14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时，两市共有1211家公司发布了2015年业

绩预告，其中业绩预喜公司（包括预增、续

盈、扭亏、略增）有759家，占发布业绩预告

公司数量的63%。 这表明，2015年上市公

司业绩增长仍是主流。

预喜占比达63%

根据Wind系统统计， 截至14日晚发

稿时止，包括2015年三季报在内，两市共

有1211家上市公司发布2015年业绩预告，

其中业绩预喜公司有759家， 占发布业绩

预告公司数量的63%； 预计业绩同比下降

的（包括预减、续亏、首亏、略减）公司有

409家，占发布业绩预告公司数量的36%。

总体来看，2015年上市公司业绩同比增长

将是主流。

进一步分析发现，预计“略增”的公司

最多，达到279家，“预增” 的其次，达到

245家，然后是续盈和略减的，分别为149

家和141家。 在“预增” 的上市公司中，有

94家预计业绩增长幅度在10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公司2015年出现

了首度亏损。据统计，预计首亏的公司达到

124家，占比逾10%。

中小板相对更好

目前沪市A股上市公司有227家上市

公司发布业绩预告， 占沪市全部1073家A

股上市公司的比例约为21%。其中，数量最

多的公司是预计首亏， 为44家， 占比近

20%；其次是预增公司，为31家，占比近

14%； 预减和扭亏公司分别为29家和28

家。近20%的公司预计将出现首次亏损，表

明2015年经济形势的确比较严峻。

深市主板发布2015年业绩预告的上

市公司仅为69家，占深市主板全部448家A

股上市公司的15.4%。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

预增公司，为16家，占比23%多；其次是扭

亏公司，为10家，占比14.5%；预计首亏公

司为11家，占比为16%。

由于两市主板发布业绩预告公司相对

较少， 这些数字能否客观反映整体的真实

情况还要进一步观察。

深市中小板共有776家公司发布业绩

预告， 而全部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量为

777家， 即包括ST公司在内的几乎全部中

小板公司都发布了2015年业绩预告。 这与

两市主板上市公司形成明显对比。据统计，

预计业绩同比增长的中小板公司达到547

家， 占全部发布业绩预告中小板公司总数

的70.5%； 预计业绩下降的公司共有222

家，占发布业绩预告公司的28.6%；另有7

家公司表示不确定。进一步看，数量最多的

是预计业绩略增的公司，为220家，占发布

业绩预告公司的28%多； 其次是预增的公

司，为158家，占比为20%多。 整体而言，中

小板逾7成公司2015年业绩将实现增长，

其中预计业绩增长幅度在50%以上的公司

有148家，占全部发布预告公司的19%多。

再看创业板情况， 共有139家上市公

司发布2015年业绩预告， 占全部492家创

业板公司的28.3%。 其中，预计业绩同比增

长的公司为85家，占发布业绩预告创业板

公司数量的61%多； 预计业绩同比下降的

公司为47家，占比约为34%；另有7家表示

业绩不确定。

另外，ST上市公司中有25家发布了

2015年业绩预告， 其中， 最多的是 “扭

亏” ，为18家，占比为72%，续亏的为4家，

不确定的为3家。 在扭亏的公司中，有10家

公司预计业绩同比增长至少100%，扭亏力

度比较大，值得关注。

新能源行业景气

上市公司预告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有三：

主营业务实现增长， 带来利润的明显

增加。 如拓日新能预计全年业绩同比增长

至少7倍，公司表示，国内光伏市场回暖，

公司2015年加速布局光伏电站项目，并采

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募集资金进行光伏电

站项目建设， 电费收入的增加增厚公司利

润；同时，降低营业成本，保障公司业绩稳

步增加。 又如比亚迪近日将2015年全年业

绩预计增长幅度进行了上调， 从原预计的

至少增长435%上调到518%， 主要原因是

2015年第四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呈

现爆发式增长， 推动公司电动汽车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 带动公司利润水平的大幅

提升，使公司经营业绩好于预期。

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报表范围出现较

大变化。 如预计业绩至少增长30倍的冠福

股份表示，合并能特科技的经营业绩，剥离

持有的陶瓷、竹木、玻璃制品的生产与分销

业务子公司， 子公司上海五天投资性房地

产自用转出租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在

业绩大幅增长的公司中，此类情况不少。

股权转让、投资收益、政府补贴税收优

惠、公允价值、汇率等非经常性收益带来一

次性的利润增加。 如中关村2015年业绩至

少增长991%，其公告称，公司将全资子公

司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转

让，增加上市公司投资收益2亿元以上。

新三板公司定增设置锁定期案例渐多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新三板挂牌公司发行股票设置锁定

期的案例正在逐渐增多，不仅在股票认购

合同中明确写明锁定条款的挂牌公司迅

速增加，而且部分公司还出现了“隐性”

锁定的新情况。 业内分析认为，定增设置

锁定期的公司渐多，是出于稳定股价及市

值管理的需要，也将对投资人结构带来深

远影响。

两种锁定方式

博雅英杰2015年12月披露股票发行

方案，公司拟以10元/股的价格，发行股

票数量不超过500万股， 用以研发新产

品、补充流动资金及拓展新市场。 公司在

公告中明确指出，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人

承诺本次新增股票锁定期为10个月。 自

愿锁定期满后，股票发行认购方为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按照相关规

定办理限售，其余认购人的新增股份予以

解除。

进入2015年四季度以来， 挂牌公司

发行股份进行一定期限锁定的公司明显

增多。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统计，2015年

10月1日到2016年1月13日， 新三板挂牌

公司共向10479名对象发行股份，其中天

原药业等公司对增发股份设置了3个月

锁定，微传播等设置了4个月锁定，海格

物流等设置了6个月锁定，全通服等设置

了1年期锁定，奔腾股份等公司则更是设

置了3年时间的锁定安排。

多家新三板私募人士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透露， 除了通过公告形式进行 “显

性” 锁定期约定外，还有一种“隐性” 锁

定正在新三板公司中出现。浙江春芽资本

某创始合伙人介绍，其近日参与了一家挂

牌公司的股份增发，虽然挂牌公司并没有

在认购合同中明确约定锁定期，但是对单

纯财务投资性质的定增参与方进行了

“筛除” ， 只保留有意愿锁定半年时间的

投资方成为公司新晋股东。

利益共同体

多数参与认购的机构方人士指出，全

国股转系统对挂牌公司融资采取小额、快

速、灵活且定向增发股票不设锁定期政策，

但是市场自发出现的“自愿锁定”表明，买

卖双方依然存在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

“作为相对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在参

与股份认购时也是愿意有一定锁定期安

排的，毕竟机构投资者通常不会过于看重

短期股价的波动，而是愿意通过持有较长

时间与公司实现共同成长。 ” 前述春芽资

本人士指出。

还有机构人士认为，定增锁定期现象

日渐普遍，与新三板市场交投低迷、挂牌

公司股价承压有关。对新增股份进行锁定

期安排，有利于减缓股份在相关时间节点

前后的抛压。“认购方参与定增的价格通

常会低于当时的二级市场股价，进行锁定

期安排也在情理之中。 ” 暖流资产相关负

责人指出，“锁定不仅有利于一定周期内

的股价表现，对于挂牌公司的长期发展同

样也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可以筛选出真

正看好企业长期发展的资金与企业共同

成长。 ”

新三板市场快速扩容 流动性不足问题待解

2015年，新三板市场迅速扩容，新增

挂牌企业3557家，定增市场也异常火爆。

业内人士指出， 新三板融资相对便捷，再

加上制度正在日趋完善，未来将有更多优

质企业进入新三板市场。

市场快速扩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披 露 以 及 投 中 集 团 旗 下 数 据 产 品

CVSource统计，2015年新三板新增挂

牌企业 3557家， 至年末累计挂牌企

业达到5129家，较2014年末1572家增

长226.27%。

在2015年新增的3557家挂牌企业

中，广东省以535家新增挂牌企业占据榜

首， 江苏省以480家的数量位居第二，北

京市和浙江省分别以401家和341家紧随

其后。 投中研究院助理分析师史苏宁指

出：“北上广及江浙一带是创业创新的聚

集地，有很多具技术含量的高科技中小企

业。相对而言，受地理位置和资源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挂牌企业数量依旧较少。 ”

新三板挂牌企业以制造业和IT业为

主的格局依然延续。 在2015年新增挂牌

企业中，制造业以1247家牢牢占据首位，

IT业以546家位列第二，其中互联网公司

占比有所提升。

流动性不足掣肘

更简洁的审批环节造就了更宽松的

融资环境，2015年新三板定增市场继续

升温。 据统计，2015年新三板完成定增融

资案例达2565起， 定增募集资金总额为

1216.17亿元，已经超过创业板。史苏宁认

为，更完善的制度，更快速的融资，会促使

更多的优质企业进入新三板市场。

不过， 新三板市场中目前依然存在

很多零交易、零融资、无并购重组的挂牌

企业。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上市的

5129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中， 仅有2565次

股票发行。也就是说，至少有2500多家企

业零融资。 成交量低迷、流动性不足是新

三板市场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史苏宁

指出。

需要看到的是，新三板和主板市场有

很大的不同，很多企业挂牌是为了有一个

股权展示的平台，并不是为了快速融资或

是交易流通，除了融资功能，挂牌所带来

的品牌传播和广告效应也是部分公司所

看重的。

新三板流动性不足的状态也直接影

响到机构的行为。 从2015第二季度起，

VC/PE机构参与新三板定增投资金额的

比例出现下滑的趋势。（李香才）

华信国际控股股东

欲向公司注入超230亿元资产

华信国际1月14日晚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信正计划将

其下属从事能源及金融业务的主体（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注入上

市公司。 本次拟注入的资产规模较大，属于重大资产重组，并达到借

壳标准。 标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是华信国际未来“能源+金融” 发

展战略实施的关键。

公告披露，本次筹划的资产注入事项初步方案为：华信国际发行

股份购买标的资产，标的资产年利润在15-20亿元，成长性较好，初

步估值约230-300亿元；并配套募集资金150-200亿元，配套融资将

用于能源贸易业务、石油储备基地建设、增资控股证券公司、增资控

股期货公司等项目。（蒋洁琼）

耐威科技拟7.5亿元收购瑞通芯源

耐威科技1月14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北京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徐兴慧合计持有的瑞通芯源100%的股权，对价

为74,987.5028万元。 同时，公司拟向亦庄国投、周志文和杨云春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4,972.04万元，

扣除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后拟用于标的公司建设北京8吋MEMS生

产线。

北京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及徐兴慧承诺， 赛莱克斯2015年、2016

年、2017年净利润分别为3,333.90万瑞典克朗、3,799.80万瑞典克

朗、5,664.50万瑞典克朗， 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不低于12,

798.2万瑞典克朗。 若完不成，将按约定进行补偿。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获得国际先进的MEMS工艺开发和

生产平台， 实现自主开发及生产高性能MEMS陀螺仪、 高精度

MEMS加速度计等主要惯性器件的能力，打通惯性导航产业链中核

心环节，形成惯性导航业务的全产业链布局，从而进一步奠定公司在

国内惯性导航产业中的领先地位。（王维波）

微传播拟募资10亿元拓展业务

微传播（430193）1月14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30-40

元/股的价格发行股票3333.33万股， 募集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同时，公司拟将主营业务变更为互联网自媒体营销及

互联网广告业务，本次主营业务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所属行业发

生变化。

根据公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股权投资、社会化媒

体营销业务领域扩张、 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三个方面。

其中，并购互联网等相关产业上下游标的公司，将进一步增强

公司综合盈利能力，同时通过产业资源整合，促进微传播平台

自身发展，形成互联网流量变现立体网络。

公司表示，公司本次主营业务变更，主要看好社会化媒体

营销发展前景。 公司将专注于新的主营业务领域开展工作，力

争将公司广告平台打造成更具竞争力的社会化整体服务营销

提供商。（蒋洁琼）

隆鑫通用去年净利增长25.64%

隆鑫通用1月14日晚发布业绩快报，2015年， 公司实现营业

总收入69.94亿元，同比增长5.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67亿元，同比增长25.64%，基本每股收益0.95元，同比增

长25%。

公告称，2015年公司主营业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广州威能和山

东丽驰所引起的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所致。 广州威能2015年实现销

售收入6.76亿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收入为3.20亿元；山东丽驰2015

年实现微型电动车销售36577辆， 同比增长5.62倍， 实现销售收入

7.94亿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收入为4.39亿元；两者合计共计增加公

司营业收入7.59亿元。

2015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广州威能2015年实现净

利润6857.52万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净利润为4254.26万元；山东丽

驰2015年实现净利润5224.58万元，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净利润为

3466.94万元；两者共计增加净利润7721.2万元，增加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4958.83万元；公司增持山东丽驰股份导致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

价值的差异形成的投资收益，增加本期公司投资收益10804万元；由

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公司实现汇兑收益6915.62万元；公司某出口全

地形四轮摩托车产品项目开发未达目标， 计提相关模具等资产减值

准备3966万元。 （任明杰）

宁远科技打造“医疗互联网+” 开放生态

□本报记者 傅嘉

宁远科技 （834750）1月14日在北京

举行2016年开放战略发布会，公司CEO罗

宁政宣布，2016年“就医160” 将着力打造

“医疗互联网+”开放生态。

推出完整产品链

宁远科技核心业务是 “就医160” 平

台。 截至2016年1月， 平台医院数量超过

6000家，医生超44万人，注册用户达7000

万，服务人次超2亿。 通过与微信、百度、阿

里的强强合作以及自身流量获取的强大能

力，“就医160” 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的互

联网医疗服务平台。

罗宁政表示，2016年，“就医160” 将

搭建更大型开放平台，强化就医服务，广泛

引入医疗健康产业链条各类优秀合作伙

伴，共享流量红利。与民营医院、体检机构、

药商、医疗器械商、金融保险机构、医疗可

穿戴设备商、 健康管理机构等共建互联网

医疗生态系统， 并将通过引入各类专科领

域合作伙伴（比如糖尿病、心血管、肿瘤、

妇幼、肝病、肾病、康复等）的合作，拓展平

台服务的深度和黏性， 深度整合医疗健康

产业链条服务资源， 提升合作各方的抗风

险能力， 共同打造一个开放共赢的互联网

医疗健康生态系统。

据介绍，目前“就医160” 已为医院、

医生和患者推出完整的产品链。针对医院，

“就医160” 提供基于SaaS的门诊排班、专

病管理、患者随访等医院患者管理服务，帮

助医院实现高效的信息化管理；针对患者，

“就医160” 提供在线导诊、挂号、缴费、查

询报告、随访等互联网就医全流程服务，将

医院优质就医服务持续提供给用户， 以此

形成竞争壁垒； 针对医生，“就医160” 通

过患者预约管理、在线咨询、诊后咨询、医

患互评、病情主诉、转诊、加号等手段强化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动， 使患者和医生的

沟通更高效，从而增强用户黏性。

打造开放生态

在14日的战略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

“就医160” 与“名医主刀” 的签约仪式。

“名医主刀” CEO苏舒介绍， 国内最

大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与中国最大的移动医

疗手术平台强强联合， 整合优质外科医生

资源， 使为手术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服务成

为可能———从就诊指引到预约挂号、 手机

取号、诊中支付、预约名医专家，再到诊后

点评，这些功能均能在平台上得到满足。双

方合作不仅能帮助医改政策落地， 更能直

接造福于更多的患者。

罗宁政介绍，“就医160” 的开放平台

战略早已起步， 而且已经取得不俗成绩。

去年，“就医160” 分别与BAT、新浪、360、

搜狗等大流量平台在搜索、挂号、咨询、加

号、医疗健康档案、私人医生等方面展开

了深度合作。 此外，“就医160” 还与深圳

博爱集团、慈铭体检、康美药业、民安保险、

复兴等多家异业品牌在品牌宣传、 体验服

务、预约挂号、保险产品、高端健康管理等

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就医

160” 还将与美国、日本、韩国的权威医疗

机构合作，推出跨境医疗服务，以满足不

同的医疗需求。

罗宁政表示，未来“就医160” 希望在

开放平台的基础之上，打造一个包含海外

医疗、保险机构、医药厂商、慢病管理、健

康管理、医疗体验、硬件厂商等元素的新

型“医疗互联网+” 生态系统。 目前，康美

药业、 中国平安等大型机构已与 “就医

160” 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希望与“就

医160” 一道搭建“医疗互联网+” 的庞大

生态。

业绩预增幅度排名靠前上市公司

九鼎投资澄清称人人贷业务合规

1月14日,九鼎投资就网络有关公司的传言发布公告进行澄清。

九鼎投资表示，网上有关“九鼎PE身份玩P2P借贷宝是严重违规。 当

天，借贷宝狡辩说两个公司没有关系，事实上法人都是吴刚” 的说法

不实。 首先，人人行（“借贷宝” ）为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鼎控股” ）之孙公司，而非九鼎集团下属公司或公司全资

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吾九鼎” ）及其下

属公司；其次，昆吾九鼎目前法人代表为蔡蕾，2015年8月法人代表

亦为蔡蕾。

九鼎投资同时指出， 九鼎董事长吴刚从未指使人威胁举报人或

其他任何人。吴刚目前工作正常，不存在接到纪检部门或其他监管机

构通知，要求其配合、协助调查的情形。九鼎集团原作为PE机构挂新

三板不属于违禁行为。昆吾九鼎董事长自2014年12月22日已变更为

蔡蕾，网上称吴刚为“现任昆吾九鼎董事长”的说法不实。

对于借贷宝，九鼎投资表示，借贷宝是一款定位于熟人间借

贷的互联网金融软件， 由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

人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运营，为公司的关联方，但公司目前

未持有其股份。 借贷宝与传统互联网借贷业务（P2P）有三大本质

区别：首先，借贷宝用户是面向自己熟人进行的，每个用户均是小

范围内的借贷，而传统P2P用户的借贷是面向陌生人进行的，是大

范围内发生的借贷；第二，借贷宝用户的借贷风险自担，而传统P2P

很多都由自己或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承诺保本保底；第三，借贷宝用

户的资金是一对一流转的，出借方的资金直接划入借入方，简单清

晰，平台无法形成资金池，更无挪用或自用的可能，而很多传统P2P

平台资金非一对一流转，有资金池，存在挪用或自用即非法集资可

能。 因此，借贷宝平台非常符合国家关于互联网借贷业务的鼓励

方向。

九鼎投资表示，针对“传闻” 中或有的举报事项，吴刚作为中共

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愿意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公司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一直以来坚持守法经营、 依法依规进行信息披

露、保持阳光透明，亦欢迎社会公众和媒体对公司进行监督。 公司对

传闻相关当事人散布谣言、误导客户及投资者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同

时公司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傅嘉）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摘要

业绩预

告类型

预告净利同比

增长上限（%）

预告净利同比

增长下限（%）

去年每股

收益（元）

冠福股份 净利润约

18000

万元

-19500

万元 预增

3,326.3400 3,062.7800 0.0090

巨龙管业 净利润约

16999.79

万元

-17348.08

万元 预增

2,390.5000 2,340.5000 0.0573

海王生物 净利润约

38000

万元

-45000

万元 预增

1,791.4300 1,497.2100 0.0325

奥特佳 净利润约

18000

万元

-21000

万元 预增

1,732.1400 1,470.0000 0.0272

新民科技 净利润约

15500

万元

-17000

万元 预增

1,531.8700 1,387.8800 0.0233

顺荣三七 净利润约

49000

万元

-50200

万元 预增

1,213.6700 1,182.2700 0.1176

凯撒股份 净利润约

8000

万元

-8328

万元 预增

1,169.5100 1,119.5100 0.0168

山东如意 净利润约

1600

万元

-1800

万元 扭亏

1,103.2412 991.7700 -0.0112

中关村 净利润约

15000

万元

-18000

万元 预增

1,209.0000 991.0000 0.0204

明家科技 净利润约

4050

万元

-5200

万元 预增

1,168.7195 888.1373 0.0546

海翔药业 净利润约

50000

万元

-55000

万元 预增

927.6700 834.2400 0.0740

汉麻产业 净利润约

11586.69

万元

-12230.4

万元 预增

850.0000 800.0000 0.0494

多氟多 净利润约

3799.77

万元

-4010.87

万元 预增

850.0000 800.0000 0.0190

广博股份 净利润约

8034.03

万元

-8498.43

万元 预增

815.0000 765.0000 0.0425

江粉磁材 净利润约

3000

万元

-5500

万元 预增

1,447.0000 744.0000 0.0112

慧球科技 净利润约

500

万元

-600

万元 预增

889.0000 724.0000 0.0015

拓日新能 净利润约

3300

万元

-4500

万元 扭亏

936.8304 713.6756 -0.0110

牧原股份 净利润约

56000

万元

-60000

万元 预增

648.1500 598.2700 0.3314

台海核电 净利润约

24500

万元

-30500

万元 预增

765.2600 595.0500 0.2640

天通股份 净利润增长

560%-610%

预增

610.0000 560.0000 0.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