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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龙微纳、天迈科技
携手挺进A股市场

2019 年 12 月，已经 IPO
“断顿”14个月的河南资本市
场，迎来一波小高潮。

12月4日上午9时30分，
伴随着上交所内的敲锣声，洛
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建龙微纳)宣告正式上
市。这标志着国内首家分子筛
科创板企业上市，河南科创板
市场“破零”。建龙微纳也成为
中部六省首家、全国第60家科
创板上市公司。

两周之后的12月19日，在
经历三年多的坎坷上市路之
后，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天迈科技)终于迎来了
历史性的一刻，正式成为创业
板当中的一员。而天迈科技也
是郑州市第30家、河南省第81
家A股上市公司。

此外，加上今年6月份从外
迁来的棕榈股份和*ST宏盛，
河南新增4家A股上市公司；
如果再加上鑫苑物业、向中国
际和兴业物联3家港股公司，
2019年河南新增上市公司数
量则达到7家。

在经历近几年新增上市公
司数量的短暂低迷之后，河南
企业冲击资本市场的雄心在
2019年重新被点燃。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
10月，河南省定上市后备企业
达到741家，上市后备企业数
量和在审企业数量，均创近年
来新高。同时根据全国股转系
统数据，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新三板板块，2019年，河南
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5家，总
数达到307家，挂牌企业数量
居全国第八位，中部六省第二
位。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统计，截至2019年12月25

日，河南省在辅导企业共 32
家，其中2019年发布辅导备案
公示的有19家，并且有11家企
业正处于IPO排队审核之中。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正是这些不断涌现
出的上市后备新军，为河南资
本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
力。对于河南资本市场来说，
或许，这只是开始。

雏鹰农牧黯然退市
东方银星远嫁他方

同样在2019年，相较于建
龙微纳和天迈科技的“春风得
意”，雏鹰农牧的命运却让人唏
嘘。

2019年10月15日15时，
随着最后一根K线停止波动，
在A股资本市场踟蹰9年之久
的雏鹰农牧走完了其在深交所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正式谢幕。

当日晚间，雏鹰农牧发布
公告，宣告其股票已被深交所
决定终止上市，将在次日被深
交所摘牌。至此，曾经的养猪
第一股正式告别A股。

在2019年，同河南资本市
场告别的除了雏鹰农牧，还有东
方银星。这家发端于冰熊股份的
河南老牌上市公司，在2019年
春天以“远嫁”福建的方式，同河
南资本市场分道扬镳。

在2019年，同河南资本
市场告别的还有新三板的挂牌
企业们。截至12月25日，包
括河南首批挂牌企业大方科技
和希芳阁在内，65家河南新三
板企业在2019年选择与新三
板市场一拍两散。

从2013年底新三板开张时
的蜂拥而上到如今的量力而
行，随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一同成长的河南企业，愈发成
熟。

国资收购如火如荼
豫股版图再度扩张

说到河南资本市场的
2019，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河
南资本力量的稳步扩张。而正
是这种稳中求进，使得棕榈股
份、*ST宏盛相继加入豫股大
家庭。

6月19日，随着和郑州市
郑东新区管委会以及相关金融
机构在郑州签下合作协议，棕
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亮相河南，宣告公司注册
地从广东中山市迁址郑州。

同样在2019年6月，*ST
宏盛也选择在火热的夏天迁入
河南。

2019年6月，*ST宏盛的
公司名称由“西安宏盛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郑州德
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地迁至河南省郑州市。

2018年12月份，西藏德恒
与拉萨知合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以10亿元受让拉萨知合
持有公司的4163.99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5.88%，公司
控股股东由拉萨知合变更为西
藏德恒，公司最终控制方是汤
玉祥等7名自然人。

也在2019年，河南资本力
量走出去的另一个案例来自深
耕河南的老牌房地产企业建业
集团。

2019年7月22日上午，建
业集团在郑州召开新闻发布会
并披露，其已经完成对天津中
民筑友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
成为其100%控股大股东。

此外，在2019年，河南资
本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截
至目前，*ST猛狮、金冠股份、
鸿博股份、GQY视讯、汇通能
源，数知科技等均有河南资本
参与的身影。

易成新能蛇吞象
*ST莲花保壳忙

在每一年的年终岁尾，对
于身处资本市场却又“披星戴
帽”的上市公司来说，“保壳”显
然是头等要务。

2019年，作为年度大戏之
一的*ST莲花重整正式鸣枪开
跑。

2019年7月，河南老牌工
业企业*ST莲花的重整计划正
式出炉。自此，在不到5个月的
时间内，*ST莲花的实际控制

人安徽国厚拿出了地方AMC
的速度和效率参与到此次重整
之中。其节奏之快、力度之大
超乎所有人想象。

就在12月23日晚间，*ST
莲花的重整投资人当中再次现
身“大咖”。当天的公告称，*ST
莲花的重整各方确认深圳市润
通贰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润通贰号）为其重整
第三方投资人。

需要说明的是，润通贰号
由润乾实业控制，而润乾实业
的背后则是华润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后者则是华润系旗下金
融板块华润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随着华润系杀入*ST莲花
的重整当中，在业内人士看来，
此举为莲花的重新绽放埋下了
伏笔，同时也让投资者更加期
待下一步*ST莲花的路将最终
走向何方。

除了*ST莲花的不破不立
之外，在2019年，因前两年的连
续亏损，易成新能每隔一段都要
发一篇“风险提示”，只是“狼来
了”虽然响彻耳边，但通过在
2019年的蛇吞象收购，易成新
能的轻舟早已驶过万重山。

4月25日，易成新能发布
交易草案称，拟收购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作价约
57.66亿元。2019年9月，开封
炭素100%股权完成过户及相
关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开封炭
素成为易成新能全资子公司并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正因为此，易成新能2019
年前三季度利润由最初业绩预
告中预计亏损5300万~5800
万元变为三季报中的盈利9.56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尽管易
成新能的2019年业绩预告还
未公布，但随着收购完成，易成
新能保壳自然是小菜一碟。

多家国资驰援
纾困民企流动性

在汉语词典里，“纾”的注
释是“使宽裕”、“延缓”。而这
放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上市
公司身上，便有了在2019年常
见诸报端的“纾困”一词。

2019年4月25日，河南省
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南农开）旗下四家主体
联合另外两家基金，与郑州华
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豫金刚石)共同设立产业投资
基金，规模3亿元，围绕与豫金
刚石主营业务有关的战略新兴
产业，主要投资于超硬材料等

领域。
这是继河南农开以旗下河

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入股豫金刚石后，进一步以基
金形式对该公司进行支持。

事实上，2018年以来，以
河南农开、中原资产、中原金
控、河南资产为代表的多家金
融机构已经为包括豫金刚石在
内的多家河南上市公司提供了
资金援助。

就在豫金刚石获得纾困资
金不久，河南省内另一家金刚
石企业收到了来自中原资产的
驰援。

9月3日晚间，黄河集团与
中原金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中原金象河南
民营上市公司发展支持1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
原金象）之间协议转让公司部
分股份事项已完成证券过户登
记手续。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周之后，
纾困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就在12月23日，森源电气
大股东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
隆源投资与中原资产旗下中原
金象完成股权转让。通过股权
转让，森源集团获得转让价款
2.08亿元，隆源投资获得转让
价款1.38亿元。

综合2019年河南国资驰
援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不论
是债+股的模式，还是通过股权
转让，金融机构通过对上市公
司真金白银的支持，以重要股
东身份进入上市公司，帮助上
市公司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提
振资本市场信心，进一步支持
河南省内民营上市公司健康可
持续发展。

牧原股份涨声一片
秦英林坐收河南首富

在2019年的河南资本市
场当中，如果从二级市场的投
资收益来衡量的话，牧原股份
会毫无压力地成为豫股年内上
涨之王。

进入2019年以来，随着猪
肉价格的持续走高，生猪养殖
企业牧原股份的股价也是水涨
船高。根据wind数据显示，整
个2019年，牧原股份的股价从
年初的29元左右起步，一路上
涨，在2019年4月下旬突破70
元大关，涨幅超过200%，随后牧
原股份的股价经过数次盘整之
后，在2019年9月下旬再次启动
行情，短短一个月时间内，牧原
股份突破100元大关。借此，牧
原市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

【下转A06版】

河南资本市场年度关键词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豫股度过波澜壮阔且挑战重重的2019

12月19日，天迈科技上市，河南省A股上市公司达到81家。

2019年，河南资本市场既波澜壮阔又充满挑战。
这一年，河南企业上市热情高涨，不仅建龙微纳、天迈科技顺利登陆A股，而且河南在审企业数、辅导企业数均创下近年来新高，为河南资本市场的后期发展注

入不竭动能。这一年，在资本走出去、上市公司迎进来的同时，曾经的养猪第一股雏鹰农牧黯然离场，河南老牌上市企业东方银星远嫁他方，来去之间，资本市场优
胜劣汰、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更趋优化。这一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以河南农开、中原资产、河南资产等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再次发挥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稳定器”功能作用，积极为一批民营上市企业解决流动性难题。这一年，在一片涨声之中，牧原股份股价顺利跨过百元大关，实控人秦英林也再
次荣膺河南首富。这一年，此前“步子迈得太大”的上市公司，选择回归初心，重返主业，通过提升自身能力穿越周期。

回望2019，河南资本市场风起云涌。为更全面地盘点河南资本市场过去一年，大河报·大河财立方特甄选出七个关键字，带你一睹河南资本市场的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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