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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探营

唐人影视构建综合性娱乐产业链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唐人影视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付雷日

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将秉承制

作“年轻精品剧” 的定位，发力构建全产业链的

综合性娱乐企业， 继续向影视文化行业上下游

领域开疆拓土，包括投入电影制作等领域，并加

大互联网新媒体等领域的投资和布局。

形成三大优势

在新三板市场60余家传媒类挂牌影视公司

中，2015年唐人影视的利润规模占据头把交椅。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亿元，同比增长

270%，净利润达到8800万元，同比增长340%。

目前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

机构超过6000家，市场竞争激烈。 在此背景下，

唐人影视逐渐形成了诸多优势与特色。

最近一年， 公司有5部作品相继在湖南卫

视、 东方卫视等一线卫视相继播出，《秦时明

月》、《女医明妃传》等剧获得较大市场影响。付

雷表示，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对影视作品制作水平和质量的把控， 对IP题材

选择、创新和管理方面的能力，公司特有的“影

视制作+经纪业务”模式优势也日益体现。

付雷称， 这种模式可以产生很好的协同效

应， 制作实力的保障使得公司有能力大胆启用

新面孔，令不少公司新人迅速脱颖而出。

拓展产业链

目前浙报传媒、 华数传媒等文化传媒领域

的龙头上市公司均已入股唐人影视。 付雷表示，

这些股东的加入，除了先期投资资金支持外，在

公司治理、战略支持、资源提供等方面，都起到

很大的作用。 在新三板挂牌，也对公司管理规范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唐人影视继续拓展产业链，向“全产业链综

合性娱乐企业”进军。 目前公司的业务主要分为

影视剧制作发行、衍生业务、艺人经纪业务，未来

将进入影视文化行业的上下游领域，加大对电影

业务的投入，加大互联网新媒体的投资和布局。

以影视制作为例，2015年公司开始尝试网

络自制剧，其中《无心法师》总播放量突破11

亿。付雷说，网络视频行业发展将改变电视行业

的生态。 “目前网络剧的模式已从低成本的短

剧、段子剧模式向精品剧跨越。 ”

影游联动方面，2015年4月， 公司投资并制作

的原创电视剧《青丘狐传说》开机，将《聊斋志异》

的故事进行二次创作， 也开创了公司影游联动先

河。 该作品在改编成手游后取得了游戏上线月流水

过亿元的成绩。 在电影领域，唐人影视已投资一家

电影发行公司联瑞影业。 2015年-2016年，联瑞影

业所发行影片的整体票房业绩排名行业前茅。

丰元股份今起招股

草酸行业领军企业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6月20日刊登招股书，进入发行程序，发行

完成后将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这将是山东枣庄

首家上市公司，将实现当地上市公司零的突破。

根据公告， 丰元股份将公开发行2422.9万

股A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采用向询价对

象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定价申购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

丰元股份主导产品为工业草酸和精制草

酸。 在十余年的竞争中，通过不断积累和研发，

公司形成了工业草酸、 精制草酸9.5万吨/年的

产能规模，产能、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多年来均位

于行业前三位， 奠定了公司在草酸行业的优势

地位。草酸广泛应用于制药、稀土、精细化工、纺

织印染等诸多领域，应用领域广阔。财务数据显

示，2013年-2015年， 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128.96万元、3456.96万元和2631.78万元。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7.5万吨工

业草酸新建项目、年产2.5万吨精制草酸新建项

目以及草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募投项目建成

后，公司草酸的产能将得到提高，工业草酸和精

制草酸直接面向市场的产能分别达到7.72万吨

/年、3.5万吨/年。 产能扩张将有助于公司巩固

原有优势，进一步加强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市

场占有率，保障公司未来持续的盈利能力。

公司表示， 未来两年将以草酸生产为核心

打造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大力发展精制草酸、

草酸衍生品，完善自身的产品结构，逐步提高高

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将公司打造成全球

最大的草酸生产基地。 （康书伟）

国开发展湖南“两型” 基金出资额拟转让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示， 国开

发展湖南“两型”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简称

“两型” 基金）46.4%出资额正挂牌转让，挂牌

价格为15058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方为国开（北

京）城市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该基金股东之

一即为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 国

开（北京）城市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转让其份

额后，国开系在“两型” 基金中所占份额将明显

降低。

股东实力雄厚

公告显示，国开发展湖南“两型” 基金成立

于2011年，注册资本为31580万元，主要经营股

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等业务。 股东构成方面，

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开（北京）城市

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

司、开元发展（湖南）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

别持股49.5%、46.4%、3.1%和1%。

从股东背景看， 股东主要来自国开系和湖

南国资。其中，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是湖南省政府

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金66亿元，为省

政府授权资产管理机构。 该公司负责管理省属

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国有股股权， 管理经营省

直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转经营性资产等，经

营范围涉及土地、矿业、水电、健康养老、医疗、

城铁、商贸物流、钢铁、有色金属、能源、工程机

械制造等行业。 国开（北京）城市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最早是由国开金融、昆仑信托和中海信

托三家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的基金， 主要投资以

城市发展相关产业为主， 包括城市区域功能规

划开发、产业基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 开元

发展（湖南）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4

月由国开金融与湖南发展投资集团出资设立，

受托管理由国家开发银行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出

资设立总规模为200亿元的“国开发展湖南‘两

型’基金” 。

不接受联合受让

财务数据显示， 标的公司2015年实现营收

和净利分别为1639万元和1600万元，期末总资

产为33133.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1933.9万元。

2016年前4个月，实现营收3552万元，实现净利

3559.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2002.9万元。 评估

结果显示， 截至基准日， 标的公司净资产为

31933.9万元，评估值为32451.9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15058万元，与挂牌

价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该评估值是出资额加上

2016年1月1日到2月29日的投资收益之和。

2015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的投资收益将由标

的公司直接分配给转让方。

受让方条件方面， 意向受让方应为境内企

业、 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境内自然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金证股份

加快大金融布局

6月17日，在金证股份举办的“金证2016科

技金融峰会” 上，公司董事长赵剑表示，金证股

份已基本完成在全金融领域内的战略布局，未

来将继续推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金融行业的运用。今年

初战略引入平安集团作为战略股东， 对公司科

技金融战略起到重要推进作用， 未来还会继续

尝试引进一些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股东， 改善

治理结构，构筑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赵剑表示， 三年前天弘基金和金证股份联

合发布“余额宝” ，引爆“互联网金融”热潮。近

几年来，除了继续保持在证券、基金和场外金融

市场等领域中的市场优势外，公司开辟了银行、

保险、信托、期货及国际业务新战线。

业内人士表示， 金证股份举办金融行业峰

会， 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行业广泛影响力的高端

对话平台， 为促进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莉）

920家企业入围

新三板首轮创新层公司探秘

□本报记者 戴小河

首轮创新层选秀结束。 在7500家新三板公

司中， 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公布的名单，920家挂

牌企业被纳入创新层进行管理， 其他企业将自

动划入基础层。从盈利能力、分红力度等维度来

看，纳入创新层的企业中，“高富帅” 和“土豪”

不少，2015年度净利过亿元的企业达53家，并

已有232家企业2015年度现金分红共54亿元。

53家企业净利过亿元

从盈利能力看，2015年，920家挂牌企业

共取得净利润总额377亿元， 占全部挂牌企业

净利润总额为915亿元的41%。 其中，888家企

业盈利，53家净利润超过1亿元。东海证券以全

年盈利18.27亿元荣登榜首， 榜单最后一名钢

银电商亏损4.4亿元。

除东海证券外，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还有

南京证券和齐鲁银行， 分别为14亿元和11亿

元。 净利润在3亿-10亿元区间的有11家，分别

是华强方特、九鼎集团、永安期货、联讯证券、

成大生物、垦丰种业、天地壹号、圣泉集团、爱

柯迪、益盟股份、合全药业。

从行业分类看，券商、PE、保险等金融类企

业盈利状况偏好，6家金融类挂牌企业净利润

总和占53家净利润过亿元企业净利润总和的

将近六成； 其次是食品饮料类的快销行业、医

药类、机械制造业。 券商和PE类挂牌企业，虽

然净利润数额大，但靠天吃饭的特性也表现得

淋漓尽致。 以东海证券为例，2015年上半年实

现17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3倍，但全年仅有18

亿元净利润，说明下半年仅赚了1亿元，市场大

幅调整对其业绩影响不言而喻。

多位投资界人士对中国在证券报记者表

示，医药生物类挂牌企业发展潜力大。 净利润

过亿元的药企共4家， 其中2家同比增幅超过

30%，1家略有增长，1家负增长。主营放射性药

物的原子高科，2015年实现营收7亿元，同比增

长9.75%； 净利润1.7亿元， 同比增长30.60%。

CRO企业合全药业，2015年实现营收12.69亿

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3.3亿元，同比增长

38%，业绩增长主要是由于医药研发外包服务

市场持续发展。

现金分红54亿元

截至6月19日晚，920家进入创新层企业

中，2015年度有232家企业以现金分红，共派息

54亿元。 全部挂牌企业的派息总额则为134亿

元，创新层企业占比达40%。派息分红是企业成

长性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2015年度派息

数额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共8家，分别是垦丰种

业、齐鲁银行、天地壹号、东海证券、圣泉集团、

蓝天燃气、华强方特、西部超导。 最为慷慨的垦

丰种业主营玉米、水稻、大豆、麦类、甜菜等农

作物种子。 2015年，垦丰种业营业收入19.93亿

元，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亿元。

2015年其现金分红总额达4.33亿元，约占净利

润的94%。

中科软于2006年1月挂牌， 是新三板市场

上挂牌最早的企业之一。从挂牌至今，中科软已

进行9次现金分红，金额累计约3.83亿元。 中科

软为从事计算机软件研发、应用、服务的智能密

集型高新技术企业。 2015年中科软实现营业收

入35.83亿元，净利润1.68亿元。当年中科软实施

现金分红共7632万元，占净利润近一半。

分红数额在3000万-1亿元的挂牌企业共有

31家，分别是捷昌驱动、原子高科、昊方机电、绿

岸网络、新产业、迈得医疗、佩蒂股份、红豆杉、海

纳生物、之江生物、麟龙股份、万辰生物等。

屡被做市商增持

对于挂牌企业的真实情况， 除了公司高

管， 应该就属主办券商和做市商最为熟悉了。

统计显示，近一年来，有175家企业获做市商增

持， 其中被增持100万股以上的企业有5家，分

别是蓝天环保、泰古生物、陆特能源、瑞聚股

份、寰烁股份。

蓝天环保从事供暖设备安装、销售以及维

修服务，2013年7月挂牌新三板。 2015年蓝天

环保业绩喜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亿元，同比

增长23.74%， 实现盈利3919万元， 同比增长

208.93%。 良好的业绩吸引了多家做市商。

2015年11月，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财通证券、

东莞证券和中泰证券加入蓝天环保的做市商

队伍，5家做市商通过定增的方式共认购蓝天

环保800万股。

瑞聚股份主要提供通信网络规划设计、通

信工程施工等通讯技术服务。 瑞聚股份近3年

飞速成长，2013年-2015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650万、3443万和6733万元，近两年营收复合

增长率高达102%；2013年净利润只有212.29

万元，2015年净利润达到2045.66万元，复合增

长率为210.42%。 2015年上半年，瑞聚股份向

东北证券、海通证券和中山证券分别定向增发

30万股、20万股和20万股，3家做市商的持股

比例分别为3.72%、1.81%和1.81%。当年5月12

日瑞聚股份进入做市交易。7月30日，瑞聚股份

进行了一次送股和转增， 每10股送6.24股转

14.76股。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东北证券持股

数为137.81万股，持股比例升至4.03%，海通证

券持股比例升至2.11%， 中山证券持股比例为

2.79%。3家做市商持有瑞聚股份股权比例都在

提高。 瑞聚股份被做市商一致增持，这在新三

板市场比较少见。

华强方特业绩表现抢眼， 受到机构青睐。

华强方特于2015年12月28日在股转系统挂

牌，并于2016年1月29日起将协议转让改为做

市转让方式。 华强方特做市商数量惊人，达到

37家，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申银万

国等大型券商皆在其中。华强方特是一家以文

化内容产品及服务和文化科技主题公园为主

营业务的大型文化企业，代表作有《熊出没》

等。 2013年-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

为21.83亿元、23.54亿元和28.05亿元， 净利润

分别为7.22亿元、7.11亿元和6.54亿元。

中国重汽

获实际控制人增持

中国重汽6月19日晚间公告，6月17日接到

实际控制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中国重汽集团” ）通知，其于当日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公司股份420万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0.6259%，成交均价为9.688元/股。

本次增持前， 中国重汽集团未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其控股子公司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4.27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7759%。 本次增持后，中国重汽集团通过直

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3亿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4.4018%。 （戴小河）

两公司大股东

提议高送转

和而泰6月19日晚间公告， 实际控制人刘建

伟提出2016年半年度净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以

现有股本3.3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3股送2股（含税）并派0.20元（含税）。 公司表

示， 本利润分配预案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

高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彩虹精化同日晚间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彩虹集

团）及实际控制人陈永弟提议，拟以公司总股

本4.7亿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30股。 公司控股股东彩虹集团承诺在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

成票。（戴小河）

双杰电气拟增资天津东皋膜公司

进入锂离子电池隔膜领域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双杰电气6月19日晚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

式对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13000万元。

本次增资后， 双杰电气持有天津东皋膜技术有

限公司31%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并进入新能

源电池产业链。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溢价超过百

倍，业绩承诺也较为激进。而天津东皋膜技术有

限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

将成第一大股东

公告显示， 天津东皋膜技术有限公司专业

研发、制造、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主要产品为

双面陶瓷涂层隔膜。该公司注册资本8431.6121

万元， 原第一大股东为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公告称，天津东皋膜公司技术水平较高，是

天津市科技小巨人重点培育企业，2014年被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天津东皋膜公司采用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方法和产品结构、 工艺路

线， 已建成年产能2500万平方米的单层湿法超

高PE纳米微孔基膜及精密涂层生产线和测试中

心， 产品经国内多家高端锂电池专业制造商测

试和批量应用， 关键技术指标填补了国内高端

隔膜产品空白， 打破了国外隔膜相关技术和产

品长期垄断局面， 标志着国产锂电池有了高品

质的“中国芯” ，实现高端隔膜的进口替代。 标

的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力神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

司、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德朗能（张家

港）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等。

双杰电气本次增资1.3亿元后，将持有天津东

皋膜公司31%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双杰电气表示， 在做大做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

造的同时， 积极主动寻找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其

他战略性产业发展机会， 以优化和增强盈利能力

和业务规模。 天津东皋膜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

池隔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领先的锂离子

电池隔膜材料供应商之一。 公司以本次向天津东

皋膜公司增资为契机， 积极进入锂离子电池隔膜

行业，为未来业务的发展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溢价逾百倍

本次投资中， 天津东皋膜公司的高估值和

高业绩承诺令人关注。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 天津东皋膜公司

2015年和2016年1-3月分别实现营收4060万

元和1684.66万元， 实现净利-2925.05万元和

-1028.74万元。 截至2016年3月31日，资产总额

为17399.41万元，净资产为249.85万元。 评估结

果显示，截至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天津东皋

膜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投资价值按收益法评估

所得评估值为26895.64万元。 按此计算，天津东

皋膜公司溢价率高达10664.7%。

本次增资前， 双杰电气已是天津东皋膜公

司的股东之一，持股7.77%。 按此前入股估值比

较， 天津东皋膜公司的最新估值较前次入股时

翻了两倍。

业绩承诺方面， 天津东皋膜公司2016年

-2017年度的预期净利润总计不低于12000万

元；2018年-2019年度的预期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18000万元和23000万元。 如此激进的业绩承

诺能否完成有待观察。

公告显示，若业绩承诺无法完成，天津东皋

膜公司员工持股企业东鼎宝润以其持有的天津

东皋膜公司股权为限向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方

式为东鼎宝润将所持天津东皋膜公司出资额

（认缴出资额为1166.48万元）无偿按照一定比

例向双杰电气转让。

朗姿股份

拟募资投医疗美容

朗姿股份6月19日晚披露定增预案， 公司

拟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募资不超过9亿元，募

资金额中7亿元用于医疗美容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2亿元用于阿卡邦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公告显示， 医疗美容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建

设周期为2年，拟采取“区域品牌沉淀” 与“全

国连锁经营” 的业务扩张策略，在女装业务客

群集中沉淀的重点城市， 构建满足多区域消费

者多层次需求的立体式医疗美容服务网络。 经

测算，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7.96%，税后

动态投资回收期为8年。

阿卡邦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用于公司引

进的韩国国民品牌阿卡邦婴幼儿服装及用品在

中国的营销网络建设和市场推广。经测算，本项

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22.50%，税后动态投资回

收期为7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戴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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