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省份 最近报告期 净利润：万 同比增减：%
1 831775.OC 巨龙生物 河南 2017半 1227.36 318.2
2 831863.OC 焦作泰利 河南 2018半 56.69 -72.99
3 832827.OC 百逸达 河南 2017半 4.38 -99.11
4 832940.OC 东方化工 河南 2017半 2692.68 3224.52
5 833203.OC 威尔克 河南 2017年 6.51 -45.44
6 833253.OC 大建桥梁 河南 2017半 -349.17
7 833293.OC 速达股份 河南 2017年 7219.94 138.88
8 833540.OC 建龙微纳 河南 2018半 2111.37 224.27
9 834141.OC 蓝德环保 河南 2017半 855.57 20.89
10 834472.OC 盛世生态 河南 2017半 1495.16 110.43
11 834501.OC 万杰智能 河南 2017年 2333.27 5.46
12 834615.OC 亚龙股份 河南 2018半 -197.58 -85.72
13 834695.OC 中赟国际 河南 2018三季度 949.63 33.1
14 834931.OC 鸿贝科技 河南 2017半 818.79 202.24
15 834955.OC 永威安防 河南 2017年 4661.14 13.03
16 834969.OC 桂祥电力 河南 2017半 -196.12 -236.58
17 836087.OC 瑞孚净化 河南 2018半 126.11 43.67
18 836637.OC 海惠新材 河南 2017年 356.6 -12.57
19 836676.OC 佳化股份 河南 2017年 -4751.26 -533.94
20 836902.OC 远洋科技 河南 2017半 711.49 -16.97
21 836986.OC 清园股份 河南 2018半 6837.36 10.78
22 838719.OC 鑫宇科技 河南 2017半 1164.76 -1.87
23 839248.OC 安普生物 河南 2017半 3428.62 -5.88
24 839705.OC 优德医疗 河南 2018一季度 635.4 88.63
25 839739.OC 恒星钢缆 河南 2017半 2137.92 162.49
26 839947.OC 太行电源 河南 2017半 1734.33 -53.74
27 870106.OC 大山教育 河南 2017年 3195.86 477.69
28 870947.OC 金拇指 河南 2017半 1880.4 76.61
29 871464.OC 沃特节能 河南 2017半 1478.81 -16.36
30 871538.OC 纵横生态 河南 2017半 547.52 2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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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规披露年报、半年报
两家新三板企业被摘牌

2月15日，郑州远见和聚
塑科技双双摘牌。

与其他企业因为企业发
展需要主动申请摘牌不同，郑
州远见和聚塑科技摘牌原因
是未按规定时间披露年报或
半年报，被全国股转系统强制
摘牌。

根据两家公司的摘牌公
告，两家公司应在摘牌之后，
积极应对投资者诉求，并指定
专门人员负责相关事宜并披
露联系方式，协助做好投资者
的沟通工作，指导企业妥善解
决投资者诉求等。

资料显示，郑州远见未能
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17年年
度报告，聚塑科技未能按照规
定时间披露2018年半年度报
告。

值得注意的是，1 月 18
日，郑州远见发布公告称，该

公司已收到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同时，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7日
做出决定，指定河南银基律师
事务所担任郑州远见破产清
算管理人。

2018年 3月 13日，浩瀚
（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浩瀚租赁）以郑州远见
负债众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为由，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对郑州远见进行破产
清算。

2018年 8月 27日，郑州
市中级法院裁定受理浩瀚租
赁对郑州远见的破产清算申
请。

而在这之前，这家以瓦斯
抽采与治理、装备研发、相关产
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在煤炭
行情不好的时候，与所服务的
几家煤炭企业一起受困，而当
煤炭行情好转之后，却虚弱到
没有资金满足客户订单要求。

2016年之后，这家企业在
遭遇了“股价过山车”“董事长

被法院列为失信执行人”“高
管相继离职”“生产厂房被当
地法院拍卖”“董事长失联”等
情形之后，逐步走向了资不抵
债和被申请破产的结局。

与郑州远见相似，作为同
时被摘牌的聚塑科技，也出现
了实际控制人及董秘失联、企
业生产经营处于停滞的情形。

去年30家企业主动摘牌
近六成净利同比增长

东方财富网统计数据显
示，2018年全年，河南省有30
家新三板企业成功摘牌，较
2017年的9家增加了不少。

在这30家摘牌企业中，在
摘牌前最近一个报告期实现
净利增长的企业达到17家，占
主摘牌企业总量接近60%。

这意味着，其中大部分企
业，都在业绩增长的时候主动
摘牌，尽管其公开理由多为

“企业发展战略调整”，但是在
后期的表现中却不尽相同。

一部分是为了节省挂牌费，一
部分对上市“抱有热情”或准
备上市，还有一部分企业选择
挂牌之时已经在进行 IPO辅
导。

以大山教育为例，其申请
主动摘牌前3年，即2015年到
2017年，大山教育分别实现营
收8246.53万元、8332.97万元
和21734.35万元，分别实现归
母净利润602.83万元、558.08
万元和3195.86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
大山教育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160.82%，实现净利润同比增
长则达到477.69%，公司业绩
在摘牌前一年业绩出现暴涨。

大山教育是河南中小学
课外辅导领域的知名民办教
育机构，目前的主营业务是为
K12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提供课
外辅导培训、相关教学内容和
配套辅导图书产品的策划与
销售。

大山教育的创始人张红
军曾表示，对于资本市场，大
山教育一度抱有殷切希望，认
为上市以后引进和使用人才
都更方便，不上市反而会造成
人才流失。

向A股市场进发，为上市
做准备，也成为不少河南新三
板企业选择摘牌的重要因素。

以清园股份为例，这家企
业于 2018 年 11 月份成功摘
牌，摘牌之前的2017年，清园
股份已经实现营收2.96亿元，
净利润 1.21 亿元，即便是在
2018年上半年，清园股份亦实
现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1.66
亿元和6800万元。

清园股份是河南旅游企
业中业绩最接近A股要求的
企业之一，关于A股上市的各
种相关信息，也一直围绕着这
家企业。

2018年1月初，开封市政
府发布相关行动方案，提到支
持清园股份发展壮大，力争实
现综合收入超5亿元，支持清
园股份展开资产重组和资本
运作，率先实现全省旅游企业
A股上市。

在清园股份摘牌以前，河
南省另一家在 IPO辅导中的
新三板企业中赟国际，被河南
省A股上市公司设研院以5.6
亿元的价格买入其87.2%的股
份。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统计发现，在2018年主动申
请摘牌的新三板企业中，永威
安防、建龙微纳和东方化工均
已在进行IPO辅导。

摘牌背后
“新陈代谢”机制使然

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新三板企业摘牌
数量达到1517家，约占去年
底全国股转系统10691家企
业总量的 14.19%，反观河南
省，这个数字仅为8.07%。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
长宋向清认为，不管是企业主
动申请摘牌，还是违规被强制
摘牌，都意味着新三板“新陈
代谢”机制在发挥作用。多数
企业在业绩较好之时主动申
请摘牌，也意味着企业对于新
三板的看法日趋理性。

金凤股份在其摘牌理由
中表示，考虑到信息披露成本
较高，公司为进一步专注于业
务拓展和提升决策效率，扩大
竞争优势，从而考虑摘牌。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
合挂牌新三板，跟并非所有企
业都适合A股上市一样。”宋
向清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挂牌和上市，不仅考验
企业的发展和盈利能力，也考
验企业的合规经营、核心竞争
力以及可持续性等。

进入2019年，新三板企
业摘牌的戏码还在继续。

WIND截至2月 20日数
据显示，河南新三板企业已有
7家已经完成摘牌，2家企业申
请摘牌获受理，3家企业发布
公告拟申请摘牌，另有2家企
业因为未按规定披露2018年
半年度报告面临摘牌风险。

在这些摘牌和拟摘牌企
业中，只有兴业物联和鑫苑股
份两家企业，在最近一期的半
年报中表现出良好的业绩增
长态势，其他企业基本上属于
业绩大幅下滑、业绩出现亏损
及面临公司治理违规情形。

宋向清说，拥有良好发展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能
够通过新三板规则带来的合
规经营和资本定价等作用实
现与产业资本的有效匹配，实
现企业的发展和产业资本投
资效益的提升，进而助推企业
向A股市场或海外资本市场
晋级。

“但是如果企业缺乏核心
竞争力，盲目挂牌也会让企业
在与同行的竞争中逐步败下
阵来。”宋向清表示，对于缺乏
竞争力的企业，摘牌并不意味
着问题的中止，只是不公示
了。

河南新三板一年摘牌30家
业绩大涨也会主动摘牌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市场经济大浪淘沙，核心竞争力强的走向更高层次，市场竞争力差的企业，则将被淘汰出局。对新三板而言，两种发展结果有
可能导致企业从新三板摘牌。

2月19日，河南新三板企业格瑞光电发布公告称，该公司的摘牌申请已经获得全国股转系统同意，并于2月20日终止挂牌。
就在同一天，河南另一家新三板企业天祥新材也通过董事会决议，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调整，拟申请终止挂牌。

在几天前的2月15日，河南省两家新三板企业因未按照规定时间披露年度及半年度报告，被全国股转系统强制摘牌。另有两
家企业衡量科技和容德科技获准挂牌新三板，目前正在接受河南省证监局的相关监管培训。

在过去的2018年中，河南省有30家企业主动申请摘牌，占2018年初河南省新三板企业总数量的7.9%，为主板或港股上市
做准备、被A股上市企业收购，正在成为河南新三板企业主动申请摘牌的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