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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关于跨界
定增的话题，还一直是资本
市场的焦点。虽然之前盛
传的跨界定增禁令乃是虚
晃一枪，但监管部门对其严
管却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定增是实现战略
转型的手段和工具，但跨度
太大，走不扎实。”分析人士
认为，尤其是，如今造概念、
讲故事、追时髦，是不少上
市公司擅长的手段。

但相比于此，通过定增
加固主业的做法并不稀
奇。一位分析人士告诉记
者，就豫企来说，近段时间
许多企业定增都是为了加
固主业，这不仅是对主业的
坚守，也是对主业的发展抱
有信心的表现。

如果将眼光放到2015
年至今，这种例子更是不胜
枚举。豫金刚石、黄河旋风
这两个河南超硬材料界的

“双子星”，一个通过定增

4.08亿元投向3.5亿米微米
钻石线扩产项目，另一个则
将募集资金中的3.3亿元用
于宝石级大单晶金刚石产
业化项目，均是为了加固主
业，从而提升自身在行业中
的竞争力。

而就在今年4月，牧原
股份发布的定增公告显示，
希望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用于生猪产能扩张、偿
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将进一步扩大公
司的生猪产能，提升养殖规
模。趁着猪价高飞，近 20
个亿投向多个生猪产业化
项目。

华英农业此番的定增
同样如此，其目前主营业务
主要为种禽养殖孵化、禽苗
销售、商品禽养殖、屠宰加
工及熟食制品加工等，而通
过6.9亿元投向产业链的下
游，将进一步完善其全产业
链条，丰富产品结构。

延伸产业链
华英农业6.9亿加固主业
□本报记者 古筝

华英农业6.9亿定增布局下游

定增加固主业成为豫股主流

6月20日晚间，华英农
业一口气连发了10多条公
告，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
是其定增预案的发布。

据定增预案显示，华英
农业拟以不低于8.73元/股
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857.96万股股票，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6.86亿元（含
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
后,2.12亿元将用于羽绒及
羽绒制品加工项目；1.65亿
元将用于年屠宰2000万只
麻鸭加工项目；1.5亿元将
用于年产20000吨精品熟
食加工项目；1.59亿元将用
于年产5000万只樱桃谷商
品代雏鸭生产项目。

对于此次定增，超过
30%的募资将投向羽绒及
羽绒制品加工项目，由此不
难看出，华英农业对此板块
的重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
国是羽毛羽绒资源比较丰
富的国家，鸭、鹅产量位列
世界第一。丰富的羽毛资
源,为我国羽绒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雄厚的资源条件。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羽绒制
品年生产出口量占全球羽
绒制品市场的70%，我国羽
毛、羽绒及羽绒制品出口近
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
展势头。

尽管如此，但目前国内
羽绒制品普及率为 8%左
右，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
家相去甚远。对此，行业人
士认为，随着国际、国内市
场羽绒制品普及率的提升，
以及我国羽绒及羽绒制品
出口大国的优势地位凸显，
羽绒及羽绒制品的未来市
场发展空间广阔。

而此次华英农业募投
的羽绒及羽绒制品加工项
目实施主体为其控股子公
司华英新塘，这家公司成立
于2016年 5月 27日，注册
资本为2.5亿元，为华英农
业与新塘羽绒合资设立，其
中华英农业持股51%。据
了解，此项目建设期为1年,
预计达产后每年可生产
4200吨羽绒。

其实，此番对于羽绒产
业的重点布局，华英农业信
心满满。据悉，早在 2010
年，华英农业就曾参股河南
华姿雪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48%。

按照华英农业方面的
表述，华姿雪从事羽绒及羽
绒制品的加工与销售，品牌
知名度较高，积累了丰富的
行业经验，基于公司对于羽
绒及羽绒制品行业的深入
理解，具备管理优势。

创新层名单刚一出炉，
就有不少机构对此进行了解
析。

其中，中金公司就认为，
创新层业绩增长好于中小板
和创业板。数据显示，创新
层公司2015年总营收3290
亿元，总利润380亿元，年收
入增长37%，好于创业板的
30%和中小板的14%；2015
年净利润增长52%，高于创
业 板 的 25% 和 中 小 板 的
20%。

尤其是目前创新层公司
整体市盈率为25.1倍，显著
低于创业板的51.4倍以及中
小板的31.1倍。而创新层公
司整体市净率为3.4倍，同样
低于创业板的6.4倍和中小
板的3.9倍。

因此，不少分析人士认
为，创新层设立后，将得益于
投资者范围的扩展以及交易
和融资的便利，创新层公司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将有所提
升，可能带来对A股市场特
别是中小市值股票的资金分
流。

然而，有人却对此不以
为然。一位市场分析人士告
诉记者，目前新三板市场一
天的交易总量有时还不足A
股的个股量大，创新层仅仅
是改变了市场的流动性结
构，市场还存在多处硬伤。
比如，500万投资门槛高，做
市商数量少，资金量不足，交
易机制太僵硬并且缺少大宗
交易机制等问题尤为突出。

对此，有行业人士认为，
分层制度是一个基石政策，
用不了多久，新三板将迎来
包括做市商扩容、公募基金
入场等政策组合拳。

但据新三板智库研究总
监邱翼近期表示，能不能解
决估值的问题，能不能满足
一些新三板优质企业融资以
外的其他诉求，可能是接下
来的重点。如果解决不了的
话，新三板肯定就是跳板。

对此，河南一家进入创
新层的新三板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新三板创新层
的政策还没有落地，如何提
高流动性、将企业价值淋漓
尽致地展现，是他所期待的。

“目前有许多新三板企
业选择IPO，我们也有类似的
想法，之所以还没有行动，正
是对于新三板的政策红利还
抱有期待，再观望观望。”上
述人士表示。

全国共有920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

新三板“分班”32家豫企进创新层
核心提示 就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下称股转系统）发布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试行）》三周之后，新三板创新层的官方名单终于正式公布了。
被分入“重点班”的920家新三板企业，作为中国最具成长性中小企业的代表，即将拥有政策支持以及

资金偏好等“特权”，但其自身却一直在期待着企业价值被充分挖掘。
新三板分层究竟是简单地改变了市场的流动性结构，还是能彻底激活流动性，依然还需检验。

全国920家企业入围创新层

□本报记者 古筝

在距离新三板分层制度正
式实施还有10天的时候，终于
等来了创新层的官方名单。

6月18日，股转系统官网发
布了创新层挂牌公司初步筛选
名单的公告。公告显示，共有
920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进入创
新层。而其他剩余不满足创新
层标准的企业，将自动划入基础
层。

按照此前安排，股转系统公
示进入基础层和创新层挂牌公
司名单后，如果挂牌公司对分层
结果有异议或者自愿放弃进入
创新层的，应当在3个转让日内
提出，股转系统将视异议核实情
况调整分层结果，而此次公告也
显示，最后的截止时间为6月22
日17点。

名单最终是否会有所调整，
如今尚未可知。但根据WIND
数据显示，截至创新层名单公布
当天，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为
7586家，920名“优等生”占比为
12.1%。

其实，就在5月27日晚间，
股转系统发布实施《分层办法》
之时，就对新三板市场创新层的
分层标准、维持标准、层级划分
及调整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
并宣布自2016年6月27日起，
新三板市场将正式对挂牌公司

实施分层管理。
而《分层办法》对于什么样

的挂牌公司可以进入创新层，给
予了明确规定：第一，近两年连
续盈利，且年平均净利润不少于
2000万元；近两年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
第二，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
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
于4000万元；股本不少于2000
万股。第三，最近有成交的60
个做市转让日的平均市值不少
于6亿元；最近一年年末股东权
益不少于5000万元；做市商家
数不少于6家；合格投资者不少
于50人。

这最核心的三项要求中，满
足之一即可进入创新层。同时，
办法还对进入创新层的挂牌公
司的融资和活跃度有要求，即最
近 12 个月完成过股票发行融
资，且融资额累计不低于1000
万元，或者最近60个可转让日
实际成交天数占比不低于50%。

按照此标准，当时不少机构
纷纷给出了自己预测的创新层
名单，数量都在 1000 家左右。
但从此次官方公布的920家的
入围数量来看，数量上似乎少了
一些。

32家豫企进入“重点班”

根据此次股转系统公布的
初步筛选名单显示，河南共有32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进入创新
层。威科姆、广安生物、许继智
能、山水环境、伊赛牛肉、蓝天燃
气等知名企业悉数入选。

而根据WIND统计显示，目
前河南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
260家，位居全国第八位，而32
家企业入围创新层，占总量的
12.3%，与全国平均水平几乎相
当。

但遗憾的是，包括华丽包
装、特耐股份在内的10多家曾
出现在机构榜单中的河南企业，
此次落选创新层。

而按照此前股转系统公布
的入围标准来看，32家豫企中，
伊赛牛肉和山水环境同时符合
全部三项标准，可谓优等生中的
优等生。

对于企业进入创新层，广安
生物董事长高天增告诉记者，这
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更有信心。

“挂牌新三板之后，通过融资等
手段，广安生物完善了产业链。
而进入创新层，对于企业而言，
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也有了新的发展目标，就是
要把食品板块作为产业链的龙
头做大做强。”高天增表示。

从全国层面来看，根据
WIND行业分类，此次入围新三
板创新层的公司分为 24 个行
业，其中，材料类113家，技术硬
件与设备类99家，软件与服务
类206家，资本货物类139家，
四种行业总计557家，占入围总
数的60.54%。这也就意味着，
剩下20个行业仅共计入围363
家企业。尤其是电信服务、房地
产、能源等行业企业仅仅为个位
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企
业。在此次公布的创新层名单
中，共有4家券商、1家期货、两
家银行和两家保险类企业，分别
是东海证券、南京证券、联讯证
券、开源证券、永安期货、齐鲁银
行、鹿城银行、盛世大联和中衡
股份。挂牌与融资已受到严格
限制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中，只
有九鼎集团一家进入了创新
层。而按照WIND的行业分类，
经证投资也成为并不庞大的金
融队伍中的一员。

期待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