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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5增发募集资金（元）
002477.SZ 雏鹰农牧 1,519,999,991.4000
600069.SH 银鸽投资 1,499,999,998.0200
002535.SZ 林州重机 1,112,999,994.0000
002714.SZ 牧原股份 999,999,975.7800
601677.SH 明泰铝业 736,450,000.0000
300263.SZ 隆华节能 711,079,991.4400
002407.SZ 多氟多 601,249,991.4000
002536.SZ 西泵股份 549,999,897.8400
600172.SH 黄河旋风 419,999,995.8000
300064.SZ 豫金刚石 408,099,994.6800
300007.SZ 汉威电子 167,999,973.1200

定向增发“深挖护城河”
定增式成长已成豫股成长的一种方式

□首席记者 李传金

多家公司“定增”加码主业

对于豫股来说，定向增发
（又称非公开发行），已成为豫股
成长的一种方式，甚至成为主业
相同的豫股之间相互竞争的一
种手段。

2015年，豫股之中，就有这
样的案例。比如，豫金刚石
（300064）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
人郭留希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数量为7000万股，认购价格为
5.83元/股，认购总金额为4.08亿
元，定增项目为3.5亿米微米钻石
线扩产项目，主要应用于太阳能
光伏行业中的硅基电池切片、硅
棒开方、硅棒截断等领域，提升公
司在细分领域内的竞争力。

同样是河南金刚石生产商，
黄河旋风（600172）通过定增强
化智能化生产，提升单位生产效
率。其定增方案为，以7.88元/
股向特定人发行5330万股，购买
其持有的明匠智能100%股权，
其中，股权募集的配套资金中的
33000万元用于上市公司宝石级
大单晶金刚石产业化项目。

再比如，在养殖业内，雏鹰
农牧(002477) 加码主业，公司
向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以
不低于9.28元/股的价格，发行
不超过16379.31 万股股份，募
集资金15亿元，用于吉林雏鹰
农牧有限公司400万头生猪养
殖加工一体化、原种繁育场建设
等项目，共计划使用122000万

元。
同样为国内养殖业先锋企

业，牧原股份以60.91元/股，非
公开发行合计不超过 1642 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
元，将用于偿还 5亿元银行贷
款，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的
视角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对于新兴成长性企业来说，
定向增发成为提升公司“护城
河”作用的一大法宝。

比如，隆华节能（300263）
以12.26元/股的价格，定向发行
5800万股股票，此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7110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

“滨海县区域供水和县城污水处

理厂迁建工程投资建设（BT）项
目”。 公司认为，定增有利于公
司把握市场机遇，募投项目实施
后将进一步强化公司在节能环
保领域的行业地位，提高公司盈
利水平。

西泵股份（002536）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2800万股，发行价
格不低于19.95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5.5亿元。投建南阳
飞龙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150万只涡轮增压器壳体项目、
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
产300万只汽车零部件项目（一
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
的资金将全部投入公司主业，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主营业务
优势。

成战略转型杠杆 提升新动力

在经济转型的当下，传统
行业正遭遇成长困境。豫股采
取定增的方式实现主业转型，
已成为公司战略转型的一个杠
杆工具，为豫股成长突围，提供
了新动能。

林州重机（002535）非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1.50亿股，发行
价格7.4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1.13亿元，全部用于投资“油
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和“工
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
目”，公司进军油服和机器人行
业的信号清晰。作为煤炭综采
支护设备为主业的林州重机，
正遭遇煤炭行业下跌行情的痛
苦，转型发展，已成为林州重机
的不得已选择。

同样作为传统优势行业中
的豫股明泰铝业（601677），以
每股不低于11.20元的价格，非
公开发行合计不超过6500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5亿
元，用于年产两万吨交通用铝型
材项目。这也是公司传统铝深
加工行业遭遇市场过剩背景之
下的战略选择。据了解，公司与
中国南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公司将成为中国南车郑州
基地的车用零件主要供应商。

对于新兴行业企业来说，行
业产业链遭遇市场不振的影响，
不得不调整企业的战略布局。

比如，以电解铝用氟化盐为主业
的多氟多（002407），通过定增
方式，募集不超过6.01亿元，募
集资金将投到“年产3亿Ah能
量型动力锂离子电池组”项目，
实现“公司锂离子电池及材料业
务收入比重将显著提高”。调整
主业结构，多氟多的定增显然为
了提升公司未来成长的新动力。

对于新兴智能行业企业来
说，定增进军智慧市政领域，创
建协同发展模式。比如汉威电
子（300007）非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3700万股，募集资金
用于智慧水务、热力、市政综合
管理系统项目等。据介绍，公司
以现有的核心感知技术为基础，
将形成“智慧市政+工业安全+
环境监治+健康家居”四大业务
领域协同发展的格局。

不过，对于业绩连续不振
的豫股，大股东通过定增的方
式输血，也成为定增中的一个
特色。银鸽投资（600069）就是
一例。公司以3.54元/股的发
行价格，向公司控股股东银鸽
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4.24亿股，募资总额不超过15
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有
利于降低公司的负债水平，改
善公司盈利能力。

与东方银星相似，焦作万
方也“不幸”陷入内部股权之
争。而与大股东之间的纠葛，
直接影响了上市公司业绩。

今年1月27日，焦作万方
发布2015年业绩预告，称2015
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3500万元～3500万元，同
比下降90.18%到109.82%。到
了4月15日，其又发布业绩快
报称，2015年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在1468.6万元，同比
下降95.88%。

一周后的4月22日，其再
次发布了2015年业绩快报修
正公告，称之前快报由于公司
工作人员疏忽，递延所得税资
产及财务费用核算有误，所以
将数据修正为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32.53万元，

同比下降98.79%。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原定于4月22日10时开始的
淘宝控股权拍卖第一单，却在
拍卖当天意外中止,原因是被
执行人也是焦作万方大股东的
吉奥高投资，对于法院拍卖涉
案股权提出书面异议。

这一中止不要紧，其业绩
再次“变脸”。因为其快报公布
的盈利数据金额是基于本次拍
卖成功核算的结果，若流拍，焦
作万方需要对大股东的欠款计
提坏账准备。

直到4月28日，其公布的
2015年年报，才给出了最终的
数据。根据年报显示，其2015
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6252.2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117.54%。

豫企另类个股盘点
□本报记者 古筝

多氟多：股价、业绩同坐火箭蹿升

业绩飞升，股价飞涨，多氟
多可谓春风得意。

根据2016年3月25日多氟
多发布的 2015 年年报显示，
2015年其取得营收21.8亿元，
归母公司净利润3919.15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2.67%、828.28%。

在传统化工行业景气度下
行的不利条件下，多氟多2015
年营收同比微增2.67%，而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增幅超8倍，实现
了有质量的高增长。在市场分
析人士看来，要归功于在新能源
汽车行业的快速增长下，其主营
产品锂电池和六氟磷酸锂在市
场端的供不应求。

据记者了解，到2015年年
底，多氟多的六氟磷酸锂市场份
额居行业首位，产能达到2500
吨，并且1亿AH锂电池项目和

相关扩产改造已完成。
相关机构的研报显示，目前

多氟多已形成了“萤石—高纯氢
氟酸—氟化锂—六氟磷酸锂—
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完备
产业链，牢牢占据产业链高附加
值环节。

而就在今年4月17日，多氟
多发布2016年一季报，公司实
现营收 5.38 亿元，同比上涨
17.33%；净利润1.12亿元，同比
上涨1245.13%；基本每股收益
为0.45元。

看来，多氟多业绩飙升的动
力依然强劲。然而，这还不算
完，根据其预测，公司1～6月将
实现净利润2.47亿元～2.52亿
元，同比上涨2500%～2550%。

据河南和信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公司证券咨询总部总经理

肖玉航分析，多氟多业绩变动的
原因为其新能源板块业务拉动。

“分析来看，2016年4月中
旬，市场上六氟磷酸锂价格已从
去年年中的7万元/吨涨至接近
40万元/吨水平。公司当前六
氟磷酸锂产能为2500吨，预计
年末可顺利扩产到6000吨，保
守估计，如果价格维持，今年销
售3000吨，可为公司贡献3.5亿
元净利润。”肖玉航表示。

此外，公司电池扩产有序推
进，二季度后电池业务或将迎来
继续发展势头。

不仅如此，多氟多也成为河
南上市公司涨幅最好的股票。
2015年年初，多氟多的股价还
在20多元徘徊，而截至今年5月
3日收盘，其股价已逼近百元大
关。

东方银星：A股企业“最迷你”团队，员工11人

在过去的两年中，东方银星
的股权之争从未消停过。

这家规模不大的河南上市
公司曾多次登上头条，如今，其
年报又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

其年报显示，2015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312.85万元，同
比增加8.2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3861.34万元，
同比增加 10714.27%，不仅位
居目前豫股净利润增幅榜首，
而且这一数字即使放眼整个A
股市场，也是凤毛麟角。

即便如此，最让人惊奇的还
是其员工的数量。根据其年报
显示，如今东方银星员工仅剩

11人，包括7名行政人员、3名
财务人员、1名技术人员。 而
11名员工的数量，也创下了A
股企业员工最少纪录。

对于员工人数骤降的原因，
东方银星董秘蒋华明之前曾对
媒体表示，人员的减少是公司根
据业务调整进行的变动。

焦作万方：业绩变脸，多次修改盈利数据

股价和业绩蹿升的多氟多，只有11个员工的东方银星，多次修改盈利数据的焦作万方

然而，在分析人士看来，业
绩惨淡，专注重组，为了节约成
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起业绩惨淡实不为过。
公司主营业务虽为房地产开发业
务，但未有新增土地储备及未来
相应开发计划，已不具备竞争
力。“同时，公司作为建材贸易企
业，受行业低迷影响，所以公司的
建材贸易业务也不具备竞争力。”

东方银星只能一方面靠着

处置资产及甩卖股权支撑业
绩，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寻求资
产重组等方式，使公司业务转
向其他国家提倡鼓励的行业。

然而，上述目的实现起来
并不容易，尽管银星智业将东
方银星控股权转让给东鑫建
材，但新任大股东东鑫建材与
举牌方豫商集团之前的股权纷
争仍未结束，可以说，东方银星
转型的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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