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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锁定创业板
拟发行不超过2309万股

根据捷安高科2月 25日
的董事会决议，该公司拟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再次锁定深交所创业板。

公告显示，捷安高科首次公
开发行股份总数不超过2309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
于25%。募集资金将投向“轨道
交通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技术改
造项目”“安全作业仿真产业化
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流
动资金，分别拟使用募集资金
11553.25 万元、9665 万元、
4798.87万元及8000万元。

捷安高科表示，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根
据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逐步投
入上述资金。募集资金未到位
前，公司将根据以上项目进度
的实际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
支付项目剩余款项、置换先行
投入的自筹资金。

一度递交上市申请材料
因“调整上市计划”撤回

捷安高科成立于2002年，
是一家致力于轨道交通、安全
作业、船舶和军工等领域仿真
实训系统研发、设计与服务的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该公司曾于2016年12月

16日正式启动首次IPO辅导，
并于2017年7月10日通过董
事会决议，拟于深交所创业板发
行不超过2183.87万股新股。

2017年8月11日，捷安高
科向证监会报送了其IPO申请
文件，并于8月18日领取了受
理通知书。根据其当时发布的
申请文件，捷安高科2014年、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第
一季度分别实现营收5443.11
万元、8747.82万元、1.6亿元和
1147.41 万元，分别实现净利
润 1244.22 万元、1948.06 万
元、2688.05 万元和-852.7 万
元。

相比同时期排队企业营收
均值2.95亿元和净利润均值
3331.6 万元相比，首次冲击
IPO的捷安高科不仅营收偏
低，净利润规模也相对偏小。

相对较弱的财务表现，在
2017年下半年以后的上市审
核趋严背景下，过会概率也随
之下降。

2018年3月2日，在经历
了近7个月的排队等待之后。
捷安高科发布公告称，“将于近

日向证监会申请撤回上市申报
材料”，理由是“公司调整上市
计划”。

有业内人士表示，捷安高
科撤回申报材料，最有可能是
因为净利润较低，当时创业板
上市申请过会的门槛为报告期
三年累计 1 亿元、最后一年
5000万元。

曾启动摘牌程序
因募集流动资金终止

宣布撤回IPO申请材料不
久后，捷安高科正式申请摘牌。

2018年3月23日，捷安高
科向全国股权系统提交了摘牌
申请，并取得了《受理通知书》，
原因是“为了降低公司运营成
本，提高经营决策效率”。

但不久后，捷安高科就终
止了摘牌程序。

同年6月7日，捷安高科
发布公告称，现公司因通过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需要，拟继续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同时向全
国股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
摘牌。

捷安高科同时发布了其股
票发行方案，拟以12元/股的
发行价格发行股票375万股，
募集资金4500万元，5家机构
投资者参与认购。

对于此次股票发行，捷安
高科表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满足业
务快速发展需要对运营资金的
需求，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

2018年7月份和8月份，
完成发行股份的捷安高科相继
发布公告，分别重启新三板摘
牌和上市辅导工作。

而此时，捷安高科的业绩
表现也获得了提升，其2018半
年报数据显示，该公司2018年
上半年实现营收 7276.65 万
元，实现净利润1082.29万元，
分别实现同比增长19.53%和
170.42%。

捷安高科二度锁定创业板
拟募资不超过3.4亿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2月25日，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捷安高科）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将其IPO目的地仍定为
深交所创业板，IPO发行股份总数确定为不超过2309
万股，高于其前次拟IPO发行目标2183.87万股。

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发展和提升，捷安高科不
仅在股本规模上获得扩张，企业的财务表现及发展质量
也获得了明显的改善。

两市交易量连破三年新高

春节开始以来，养猪概念
股、OLED概念股、5G概念股、
券商概念股等相继迎来多轮
涨停行情。

以豫股牧原股份为例，经
过连续多轮的涨停，市值一度
突破千亿高点，成为河南继双
汇发展和洛阳钼业之后第3家

市值突破千亿的上市企业。
各种概念股受到热捧，也

带动了股市交易量的持续回
暖。

春节假期过后的2月11
日，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还仅
为3199亿元；2月19日，沪深
两市成交额放大至 5476 亿
元；到2月25日，沪深两市成
交量突破1万亿元达到10406

亿元，创2015年11月以来的
新高；2月26日，沪深两市成
交量再度破万亿，达到10977
亿元，续创新高。

交易放量，使得两市股票
表现春意融融，其中上涨股票
超过3472只、两市涨停股票
超过77只，仅80只股票为下
跌行情。

反映在指数上，2 月 11
日，沪指报收于2652.22点；2
月17日，沪指已站上2700点，
2 月 25 日，沪指收盘上涨
5.60%，报2961.28；2月26日，
沪指出现微幅收缩，报收于
2941.52点；2月27日，沪指报
收2953.82点。

两市表现一片大好，河南
板块的股票表现也十分亮丽。

东方财富终端统计数据
显示，2月1日到2月27日间，
豫股总体指数从734.31点增
至 870.54 点 ，涨 幅 达 到
18.55%，成交手数2.44亿手，
成交金额达到1645亿元。

2月25日，河南板块涨幅
4.62%，成交量225.7亿元。在
河南79家上市公司中，有77
家股票飘红，8只个股涨停，仅
2只股票下跌。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当日统计，79家豫股公司
中，包含郑州银行、中原证券、
隆华科技在内的8家公司股票

涨停，新开普、洛阳钼业、神火
股份、中原环保、多氟多等股
票涨幅超7%。

豫股证券投资获利颇丰

不少股民反映，经过近几
天的大涨，之前股市低迷的浮
亏基本已经回本，甚至有了不
少盈利。

其实，炒股的不止散户股
民和专业投资机构，上市公司
出于战略投资考虑或资产保
值增值，也会参与证券投资。
在这一轮大涨中，河南A股上
市公司证券投资获利情况如
何？

据东方财富Choice金融
终端显示，据最近一期的半年
报数据（截至2018年 6月 30
日），共有8家河南A股上市公
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
包括羚锐制药、中原证券、安
阳钢铁、风神股份等，总投资
金额超过2.3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河南
上市公司手中持有券商股。
在本轮大涨中，券商股领衔，2
月25日券商股全线涨停。如
果这些河南A股上市公司持
股到现在，将获得怎样的收
益？

以羚锐制药为例，羚锐制

药持有26.68万股中信证券的
股份，投资总额595.78万元，
至2018年 6月 30日时，这些
股票账面价值缩水至442万
元，浮亏153.78万元。但经过
这几天的大涨，截至2月27日
收盘，这些股份的市值已达到
641.65万元，扭亏为盈，增值
45.87万元。

相比羚锐制药，另一家河
南医药行业的上市公司辅仁
药业在本轮券商股大涨中收
获颇丰。截至2018年6月30
日，辅仁药业持有218.62万股
申万宏源的股份，总投资额
201.2万元。在最近15个交易
日内，申万宏源走出了11根阳
线，股价从 4.35 元/股涨到
5.73 元/股 ，累 计 涨 幅 达
31.72%。截至2019年2月27
日收盘，这部分申万宏源的股
份市值达到了1252.7万元，辅
仁药业账面浮盈1051.5万元。

此 外 ，安 阳 钢 铁 持 有
419.14万股中储股份的股票
（投资金额1798.12万元，最新
参考市值2548.39万元）、风神
股份持有600万股光大银行
的股份（投资总额1950万元，
最新参考市值2556万元），如
果持有至今，均将增值不少。

河南上市公司不仅股价上涨，证券投资也获利颇丰

节后股市交易持续回暖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陈玉尧 文图

在全国股市一片欢腾表现中，豫股也迎来了春节后首月开
门红。上证数据显示，从今年 1 月 4日开始，上证指数从
2440.91的低点开始快速上升，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于2
月26日达到2995.68的高点，距离3000点仅一步之遥。河
南板块也迎来快速增长，2月 1 日，河南上市公司指数为
734.31点，截至2月27日收盘，已经涨到了870.54点，而在
之前2月25日，豫股更是一扫2018年各种不利影响，实现了
79家豫股企业77家飘红、8只个股涨停的“开门红”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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