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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精选层满一年
可申请转板上市

自新三板2013年扩容以
来，其交易不活跃、流动性差、
转板困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挂
牌企业，许多企业选择摘牌，也
降低了许多企业挂牌新三板的
热情。此次新三板深改的核心
之一，就是建立转板上市机制。

根据11月8日公布的《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
开发行办法》）规定，发行主体
应当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满
一年的创新层公司。主要考虑
的是创新层公司整体上财务更
为稳健、公司治理更为完善、信
息披露更为规范；同时，要求挂
牌满一年有利于发行人接受市
场规范和检验，防控发行风险。

这意味着，在新三板挂牌
满1年的创新层企业，可以申
请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

在转板主体方面，在新三
板精选层挂牌满一年的企业可
申请转板上市。申请转板上市
的企业，应满足《证券法》和证
监会规定的基本上市条件，还
应符合交易所规定的具体上市
条件。

在转板程序上，应由证券
公司保荐，向交易所提出转板
上市申请，交易所审核并作出
是否同意上市的决定，无需证
监会核准。

对此，中原证券企业融资
七部总经理助理、业务董事单
新生表示，本次新三板改革，允
许精选层企业公开发行，实际
上就相当于IPO，两者之间没
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本质上
是一样的。

单新生表示，直接转板顺
应了市场发展趋势，因为现在

科创板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
都是原来挂过新三板的，“其实
是另一种形式的转板，只不过，
把转板通道以制度的形式固定
下来”。

“新增精选层之后，新三板
市场将形成‘基础层、创新层、
精选层’的三层市场结构。这
对上主板有难度的企业是个利
好，可以选择走新三板的道
路。”单新生说。

权威人士指出，这既为企业
发展打通上升通道，也为沪深交
易所市场输送优质企业资源，有
利于充分发挥新三板市场承上
启下的作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互
联互通将进入新阶段。

截至目前，已有74家新三
板挂牌公司通过公开发行并上
市（IP0）方式登陆沪深交易所
各板块。新三板挂牌公司与上
市公司通过上下游业务、并购
重组等形成了紧密联系，累计
有137家挂牌公司被上市公司
收购，涉及金额917.21亿元。

精选层“四套标准”
侧重点各有不同

河南一新三板创新层企业
负责人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新三板新改革方案发
布后，他们公司第一时间组织
相关人员学习方案的具体内
容，并对比各项指标是否满足
精选层标准。

“这两年公司整体效益下
滑，企业新业务扩张需要大量
资金支持，希望精选层企业的
上市转板问题能够有效落实，
帮助公司实现上市梦。”这名负
责人说。

具体来看，精选层进入的
市值条件和财务条件共设定４
套标准，总体“遵循市值和财务
稳健性要求高低匹配的原则”，
市值标准由低到高梯度设置，

财务条件覆盖不同发展阶段、
行业类型和商业模式的企业，
公司符合其一即可。

根据标准一的要求：市值
不低于2亿元，最近2年净利
润均不低于1500万元且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不低
于10%，或者最近1年净利润
不低于2500万元且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

标准二则要求，市值不低
于4亿元，最近2年平均营业
收入不低于1亿元且增长率不
低于30%，最近1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

标准三要求市值不低于8
亿元，最近1年营业收入不低
于2亿元，最近2年研发投入
合计占最近2年营业收入合计
比例不低于8%。

标准四要求条件较为简
单，但是标准却比较高，市值不
低于15亿元，最近2年研发投
入累计不低于5000万元。

四套标准各有侧重，标准
一着重遴选已有稳定高效盈利
模式的盈利型公司；标准二关
注盈利模式清晰，有盈利能力
的成长型公司；标准三主要针
对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且研发
成果已初步实现业务收入的研
发型企业；标准四主要面对研
发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企业，
对市值有要求，对企业收入和
盈利等不作要求。

四套门槛之外，还有股权
分散度指标，包括发行后股本
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发行后
股东人数不少于200人等。

河南约三成创新层企业
符合精选层标准

综合上述标准，哪些创新
层挂牌公司符合条件呢？

数据显示，目前创新层挂
牌公司共有675家，符合精选

层财务标准的创新层企业共有
232家，占全部创新层企业的
34.4%。

截至11月 13日，河南省
共有 36家创新层挂牌企业。
按照四套标准中市值最低的2
亿标准，首先就有11家企业被
挡在了精选层的外面。这11
家企业分别为熔金股份、森电
电力、科益气体、大盛微电、瑞
诚科技、嘉合智能、科慧科技、
许继配电、中裕广恒、约克动
漫、福瑞德。

其中，熔金股份2018年营
收 3.46 亿元，净利润 3022 万
元，位列2018年营收榜的第11
位，净利润位列第12位，在河
南创新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里
较为靠前，但是由于其总市值
仅为1.92亿元，按照目前最低
的总市值2亿元标准，仅有一步
之遥。另一家企业，大盛微电
曾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进
入主板上市辅导阶段，2018年
12月18日宣布终止辅导。

对比标准一，按照“近两年
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的标准
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均
值不低于10%”的标准，民正
农牧、威科姆、胜高股份、帝益
肥、康达股份、中业科技、海天
消防7家企业近两年净利润均
未超过1500万元。

此外，按照近一年的利润
不低于2500万元的标准，在
36家创新层企业中，仅有12
家企业符合精选层的标准。

对照标准一的各项指标，
有蓝天燃气、中兵通信、伊赛牛
肉、山水环境、天迈科技、东方
碳素、天力锂能、金居股份、深
冷能源等约三成创新层企业符
合精选层的标准。而天迈科技
今年10月11日创业板上市过
会，上市之路越来越近，或将终
止挂牌新三板。

就标准四而言，按照“市值

不低于15亿元，最近2年研发
投入累计不低于5000万元”的
标准，河南仅有蓝天燃气和中
兵通信两家新三板创新层企业
市值超过了15亿元。从研发
费用方面来对比，符合条件的
仅剩中兵通信一家企业。

综合而言，按照上述各项
标准，在河南共36家创新层企
业中，最多约三成符合标准。

改革将减少摘牌企业数量
推动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
务所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相关律
师认为，新三板推出精选层，对
因不能转板而放弃挂牌、直接
上市又担心排队期过长的优质
公司是个很好的机会，挂牌精
选层一年后进行转板，更加省
时省力，加快融资的步伐。

这名相关律师还认为，从
精选层的第四个标准“市值不
低于15亿元，最近2年研发投
入累计不低于5000万元”可以
看出，精选层并没有将目光只
集中在公司的盈利上，而是注
重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研发能
力。这将带动河南企业研发能
力、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

此外，张崔威告诉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新三板的基
础层、创新层、精选层构架，实
现了与主板的联动发展，打通
了新三板企业的上市通道。

“下一步，主动摘牌的现象
可能会越来越少。”张崔威表
示，除了摘牌现象的减少，还将
提振企业挂新三板的积极性，
河南新三板的数量可能会出现
增长现象。同时，此次新三板
改革将从市场中提炼出一批财
务状况良好或创新能力强、市
场认可度高的精选层企业。

张崔威还认为，目前对河
南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主
板上市条件较高，新三板可帮
助企业实现曲线上市梦。

单新生表示，本次新三板
改革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新
三板企业是利好，希望河南的
新三板企业，能够抓住这次新
三板改革的机会，实现自己上
市的目的。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
的人。河南新三板企业能不能
抓住这次改革利好机会，取决
于企业本身。”单新生表示，有
部分河南挂牌企业的财务基础
不规范，还有些企业的中介机
构不负责任，而这些企业可能
要错失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转板机制
也是竞争机制，通过优胜劣汰
将“精品”和“僵尸公司”区分开
来，将真正体现新三板发掘优
质企业的价值。同时，为促进
公司规范运作，本次改革将对
在公司治理层面增加对关联交
易、违规对外担保以及资金占
用等情形作禁止性规定，进一
步提升挂牌公司质量。

约三成创新层豫企或入精选层
新三板重大改革：精选层挂牌满一年可申请转板上市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新三板终于迎来扩容后的首次重大改革。
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针对新三板公

布多项改革文件及征求意见稿。其中，此次改革中，新推出的精选层挂牌规则广受关注。
郑州高新区管委会上市负责人张崔威表示，这是新三板2013年扩容以来的首次最大力度改革，标志着新三

板与主板的联动更加紧密，也为新三板企业打通了转板上市通道。

部分符合或接近精选层的河南新三板创新层企业（据2018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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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
[单位] 亿元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单位] 万元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参考总市值
[单位] 亿元

833371.OC 蓝天燃气 32.0596 29,651.6616 19.70% 36.9001
837567.OC 中兵通信 5.0903 12,861.5728 14.58% 18.6001
833757.OC 天力锂能 9.3694 4,079.4899 8.61% 13.6693
831392.OC 天迈科技 3.6534 5,825.5907 16.49% 13.6281
831562.OC 山水环境 8.4223 7,455.3735 8.61% 11.4984
832910.OC 伊赛牛肉 19.8385 10,487.5178 10.54% 8.0151
831866.OC 蔚林股份 7.9597 4,705.6967 5.91% 6.7990
834342.OC 慧云股份 1.2735 2,761.8420 2.55% 5.9330
831378.OC 富耐克 2.3611 4,270.6468 6.36% 4.6203
836030.OC 金居股份 6.6118 3,871.2063 18.82% 3.6494
831177.OC 深冷能源 7.5212 3,167.4332 12.97% 3.4500
832175.OC 东方碳素 2.1094 4,792.9332 21.82% 2.3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