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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豫企超八成报喜
2015年河南新增加154家，整体业绩抢眼，89家营收过亿元

核心提示 | 又一个年报季落下了帷幕。与A股市场信披节奏一样，新三板也在4月30
日迎来2015年度成绩单的正式收官。

这一年，新三板的河南军团扩军忙，从去年的90家激增至今年的244家；整体成绩也十
分抢眼，超80家营收过亿元，超八成盈利报喜，更有多家豫企向IPO发起了冲击，但折戟的也
不少。

□本报记者 李世顶

新三板的河南“小伙伴”激增一倍多

4月30日，2015年度的“年
报季”正式落下帷幕，与A股一
样，新三板里的各种“江湖”座
次也终于尘埃落定。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新
三板市场挂牌公司的总数达到
了6945家，总市值突破3万亿
元。

来自Wind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同日，整个河南已经在
新三板中成功挂牌上市了244
家企业，排在全国第八的位置，
跟去年排序相当，仅次于湖北。

但不同的是，2015这一年，
新三板中的河南军团扩军十分
迅速。据了解，去年年报季中，
河南仅有90家企业挂牌新三板，
短短一年内，新三板里的河南“小
伙伴”新增加了154家之多。

这样算来，河南军团的扩

军速度同比激增一倍多不说，
大体算起来，差不多每两个交
易日就会有一家河南公司到新
三板挂牌交易。

河南如此强劲的发展势
头，对排在前面的湖北军团形
成了进逼之势。去年中报季，
河南一共有142家新三板挂牌
企业，与排在前面湖北的170家
相比，差了近30家。而如今，河
南上升至244家，湖北涨至259
家，二者差距仅有15家。

对此，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河南在新三板中的强劲势头仍
在持续，透过频频现身在审的
河南企业名单，便可窥见一二，
而这将持续不断地缩短与湖北
的距离。

新三板在审名单中，河南
军团依旧占据不少位置。来自
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

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在审
企业名单中，河南在审企业有
30多家，包括兴浩新材、中升
华、柳江牧业、中和园林等。

但上述业内人士同时表
示，虽然河南军团扩军速度够
快，但相对全国而言，河南还是
落后了，还需要再加把劲儿，让
更多优秀的河南公司加入到在
审序列中，成功挂牌新三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 12月 31日，2014年全年新
增挂牌企业1216家，同比增速
高达3.4倍，直接将扩容后的全
国新三板挂牌数陡升至 1572
家，而仅过一年，目前这一数据
则直接刷新到6945家。

换句话说，这一年多时间
内，全国新三板企业的体量翻
了两番还多，同比增速高出河
南不少。

河南军团超八成报喜 89家企业营收过亿

新三板中河南军团不断扩
军的同时，2015年年度成绩整
体十分喜人。

据了解，截至 4月 30日，
2015年年报季信披窗口关上，
244家河南新三板企业中，除了

“新兵”百克特没有公布2015年
年报数据之外，其他243家新三
板豫企均已对外公布了相关数
据。

来自Wind的统计数据显
示，243 家新三板豫企中，在
2015年实现盈利的企业占了大
多数，一共有200家挂牌企业，
占比达到了82.3%，企业盈利能
力持续增强。

河南这一情况与全国水平
基本相当。目前有6883家公司
公布了年报，盈利的企业有
5711家，占比83%，其中亏损的
企业为1170家，仅占比17%。
已公布年报的6883家新三板企
业，2015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1339.92亿元，较其2014年营
业总收入9727.02亿元同比增

长16.58%；实现净利润878.71
亿元，较2014年净利润625.82
亿元同比增长40.41%。

但与前一年相比，河南军
团的盈利比例则下降不少，近
3%。据悉，2014年年报中，在
彼时89家新三板豫企中，有76
家河南挂牌企业实现了年度盈
利，占比达85%。

在新三板豫企成绩单中，
最能赚钱的还是鑫融基金控，
其在 2015 年年度营收 4.2 亿
元，实现净利润2.53亿元。这
是鑫融基金控连续第二年占据
河南新三板最赚钱企业的头把
交椅。它2014年营收 2.88亿
元，实现盈利1.49亿元，也杀入
了 当 年 新 三 板 最 能 赚 钱
TOP10，排在第九的位置。

在净利润排行上，紧随鑫
融基金控排在二三位的分别是
蓝天燃气和伊赛牛肉，前者营
收总额高达20亿元，净利润为
2.1 亿元，后者的营收总额为
9.47亿元，净利润为0.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三
板有“小而美”企业的集散地之
称，但河南军团中营收过亿元
的挂牌企业并不少，有89家；盈
利超过千万的河南挂牌企业也
激增不少，达到76家；净利润同
比增幅超过倍速的则更多，整
整90家，其中百灵电子的净利
润增速最快，同比增速达151.7
倍，实现净利润117万元，郑州
远见紧随其后，同比增速为
40.2倍。

值得一提的是，与A股豫
企一样，新三板中的豫企也不
做“铁公鸡”，频频出台分红预
案，回馈投资者，并且力度不
小。

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已有富耐克、郑设股
份、天迈科技、大方软件、万特
电气、鸿业科技、熔金股份、黄
河软轴、畅想高科、约克动漫等
10家公司派出了现金“红包”，
整体累计分红超过8000万元。

又一豫企“爽约”信披 被暂停交易

有喜就有忧，新三板的江
湖中也是如此。在2015年度，
河南新三板企业亏损超过千万
元的企业有6家之多，其中秋乐
种业亏损最多，达到4679万元，
同比亏损增幅达406%，这是其
年度首亏，却尴尬地拿下了河
南新三板企业的“亏损王”，其
曾是当年豫企冲击IPO的一家
重要企业。

与秋乐种业年度首亏不
同，还有更多的河南挂牌企业
出现了连亏现象。比如，洁利
康 2014 年度亏了 2548 万元，
2015年又亏了1210万元。但
安阳机床与洁利康的亏损力度
减弱又不同，连亏的同时，亏损
力度进一步走高，其2014年度
亏了434万元，2015年度亏损

则激增至2693万元，盈利水平
排在所有河南挂牌企业的倒数
第三位。

除此之外，让业界大跌眼
镜的是，继去年有豫企因为未
能及时披露年报被全国中小企
业股转系统警示停牌之后，今
年又有豫企面临这一窘境。

5月2日，全国中小企业股
转系统对外宣布，5月3日起，
62家新三板公司将因未按时披
露2015年年报，而被中小企业
股转系统暂停转让，这其中就
包括河南挂牌公司百克特，也
是河南唯一一家。

而根据规定，若在6月30
日前仍无法披露年报，包括百
克特在内的新三板公司股票存
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对此，

百克特在公告中给出了这样的
提示，公示是于2016年4月22
日挂牌公开转让，因审计报告不
能及时完成，所以无法于2016
年4月30日前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
露《洛阳百克特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根据
相关规定，公司申请股票自2016
年5月3日起暂停转让，至年报
披露完成后申请恢复转让。

事实上，在专业人士看来，
如此滑稽的一幕，本来是可以
避免，因为对于获得新三板挂
牌审批的企业，在挂牌日期选
择上，公司有一定自主权，可按
要求完成转让说明书等内容之
后再向股转系统预约申请哪天
挂牌。

冲击IPO的多，折戟的也不少

在融资层面，新三板中的河
南小伙伴也颇有收获。

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2015年至今，新三板中的河南
军团一共有46家企业对外公布
了新增定增预案52次，预计募
集资金总额26.45亿元，同期，
104家河南公司实施定增 150
次，实现募集资金52亿元，排在
全国第7位。

这意味着，在过去一年多时
间中，近半数企业得到了融资。
对此，业内人士点评，新三板里
的河南公司不是在融资，就是在
融资的路上。

中帅医药就是其中的典型
例子，作为新三板中为数不多的
河南医药科研公司，在参加全国
药品交易大会的同时，积极将其
在儿童制剂研发技术上取得的
重大突破项目，进行了路演，并
在现场与多家投资公司达成定

增意向。
融资忙的同时，新三板中的

河南公司也频频加入IPO的大部
队，在等待转板机制、分层机制的
同时，向A股市场发起冲击。

据统计，在2015年度中，郑
州凯雪冷链、迈奇化学、富耐克、
大盛微电、河南华丽纸业、黄国
粮业等一批河南新三板公司先
后接受IPO上市辅导，有望成为
新一批A股市场中的河南生力
军，加码豫股军团。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进入
2016年以来，仅在刚刚过去的4
月一个月，就有黄国粮业与华丽
包装先后对外宣布终止上市辅
导，暂时折戟IPO。虽然终止之
后可以重启IPO上市辅导，但这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即便是新
三板的精英企业，若走 IPO之
路，除了等待之外，也注定道路
曲折。

2015年新三板豫企净利润TOP5

证券简称 净利润（万元） 同比增长率（%）
鑫融基 25,309.5776 69.6281
蓝天燃气 21,334.7240 1.2511
伊赛牛肉 7,002.8157 63.8934
多尔克司 6,696.5872 19.0903
蔚林股份 6,302.6256 -3.5266

数据来自Wind

2015年新三板豫企营收总额TOP5

证券简称 营业总收入（万元） 同比增长率（%）
蓝天燃气 206,308.4548 5.7017
伊赛牛肉 94,685.9642 50.2692
广安生物 80,160.6926 11.9245
华丽包装 79,108.7480 6.9040
黄国粮业 68,991.1250 -6.2730

2015

豫股
年报

从提升区域经济实力的角
度观察，对弱势产业的补贴扶
持，是做强区域产业的惯用手
法，特别是对优势企业的补贴，
更是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的首要前提。

从河南对弱势产业的补贴
看，国家补贴以前采取的是“普
惠制”，就是“撒胡椒面式”的支
持，大家全都有，现在，越来越转
变为更加注重经营主体的带动
作用。同时，对优势规模企业的
补贴力度加大，提升区域集中度
的现象明显，这也是涉农豫股备
受关爱的内因。

不过，记者观察豫股发现，
政府补贴已经成为豫股的一种

生存模式，不管是哪一个行业，
都有规模不一的政策补贴。

3月4日，省政府印发了《河
南省重点产业2016年度行动计
划》，《计划》中分别制定了关于
高端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
业、食品工业、汽车和新能源汽
车产业、能源原材料(有色、钢
铁、建材部分)工业转型发展、医
药产业、节能环保装备、消费品
工业(现代家居部分)、医药产业
消费品工业(纺织服装部分)等十
大优势产业的年度行动计划，其
中，在“保障措施”中，特别强调
的“扶持方式”包括贷款贴息、财
政补助、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企
业补贴。

对优势企业补贴力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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