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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

目前有 294 家新三板公司发布增发预案

拟增发股份 43.10 亿股
募资 188.70 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6 日，今年以来 294 家新三板公司发布了增发预案，
拟增发股份合计为 43.10 亿股，预计募集资金合计为 188.70 亿元。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以扩大业务规模，
提升盈利能力。

部分公司拟募资规模大
数据显示，在上述 294 家公司中，从目前情况看，
247 家公司的预案已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两家公司的预
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两家公司停止实施。
根据相关预案，拟募资 5000 万元以上的公司 60 家。
其中，
22 家公司拟募资超过 1 亿元，
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 5
家。开源证券拟定增募资 32 亿元，募资额居前；众城保
险拟募资 25.6 亿元；纽米科技计划募资 12.21 亿元；皖江
金租计划募资 12 亿元，
长城华冠计划募资 10 亿元。
与此对应，开源证券此次拟发行股票 8 亿股，而皖
江金租拟发行股票 8 亿股，众城保险拟发行股票 7.6875
亿股，纽米科技拟发行 1 亿股。这些公司规模较大。以

开源证券为例，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总股本达到
17.9 亿股，总资产超过 121 亿元，2017 年上半年实现收
入 3.74 亿元，净利润为 6736 万元。众城保险资产总额
为 24.61 亿元，2017 年上半年实现保费收入 5.85 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5.34 亿元。致力于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
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纽米科技，2017 年 6 月底总股
本为 2.16 亿股，资产总额为 10.74 亿元，2017 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9347.58 万元，实现净利润 842.59 万元。
股票发行价格差别较大。数据显示，16 家公司的
股票发行价格超过 20 元/股。其中，孔明科技为 334.1
元/股，捷强动力为 160 元/股。

行业景气度高公司居多
根据数据，以证监会行业划分为标准，在上述发布
增发预案的 294 家公司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公
司居多，为 47 家，计划募资合计为 14.67 亿元；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有 19 家公司，计划募集资
金 5.43 亿元。此外，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业公司 15 家，
计划募集资金 7.55 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这与上述行业挂牌公司数量多相
关，同时这些行业发展快，前景广。
软件行业景气度高，市场空间大，同时挂牌公司

有的公司将部分募资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降低
较高的负债率，减轻利息负担。以迈达医疗为例，公司
拟募资不超过 4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目前公司的贷款利率较高，有的贷款利率
达到 10%。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公司的资产
负债结构将更趋稳健，降低财务费用，提升企业盈利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

增发对象新投资者较多
从增发预案的发行对象看，既有外部新的投资者，
也有在册股东、关联方或实控人。数据显示，153 家公
司的增发对象是境内自然人或机构投资者，91 家公司
的增发对象中有大股东或大股东关联方、境内自然人、
机构投资者，50 家公司的发行对象是公司普通股东。
从目前情况看，拟增发对象中，外部普通投资者的
即新投资者较多，既有自然人投资者也有机构投资者。
面向在册股东或关联方，以及大股东的公司同样
不少。不少公司拟增发对象中既有外部投资者，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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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只股票获股东大额增持◆
最近一个月，随着市场出现波动，许多公司股价进
入了合理的估值区域或被低估状态，这为股东们提供了
极好的低位增持良机。被增持公司多达 402 家，被减持
的上市公司仅 111 家。其中，中铁工业、齐翔腾达、梅雁
吉祥等十只股票获得股东大额增持。

No.1、中铁工业（600528）
增持金额：12.46 亿元
最近，中铁工业控股股东中国中铁增持动作不断。
中铁工业 2 月 28 日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铁于 2 月
28 日增持了公司股份 7367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3%。中国中铁计划自 2 月 28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包括
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及协
议转让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不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 0.5%的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的股份（含
2018 年 2 月 28 日已增持股份）。

No.2、齐翔腾达（002408）
增持金额：7.23 亿元
齐翔腾达 2 月 28 日晚间公告，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单一信托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305.4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2% ， 成 交 金 额 合 计 约 3904.86 万 元 ，成 交 均 价 为
12.783 元/股。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集合信托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5384.73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03%，成交金额合计约 6.9 亿元，成交均价
为 12.809 元/股。通过两个信托计划，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合计买入金额高达约 7.3 亿元。

No.3、梅雁吉祥（600868）
众多。工信部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5.5 万亿元，增长 13.9%，增
速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同时，政策鼓励并推动零
售、交通、医疗、金融、电信等领域信息化建设向纵深
化发展，叠加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因素
的共同驱动，软件产业得以持续快速发展。在此背景
下，相关公司计划通过增发获得资金，加大投入研发，
建设新项目，完善销售网络等，以抓住机会实现更快
发展。

补充流动资金及项目融资
募集资金用途方面，主要在于补充流动资金、投资
实业项目、收购其他资产等。数据显示，上述 294 家公
司中，募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司 168 家，用于项目
融资的公司 110 家。
部分企业发展较快，需要更多运营资金支撑进一
步发展。部分公司拟建设项目，提高技术水平，扩大业
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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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股东甚至大股东或实控人。
部分公司以增发形式对公司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
励，包括 7 家公司。以世纪明德为例，本次股票发行对
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员工共 37
人，拟以每股 16.72 元的价格发行股票合计 222.6994 万
股，预计募资 3723.53 万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实缴大
荔明德出资额并投入研学营地建设和围绕营地、游学、
素质教育培训等行业布局进行投资并购。
（中证）

增持金额：4.17 亿元
梅雁吉祥 2 月 22 日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烟台中
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由烟台中睿 100%控股）基于
对梅雁吉祥未来发展的看好，
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
分别增持梅雁吉祥 1969.06 万股（占股 1.04%）
和 7521.69 万股（占股 3.96%），
合计持股比例达 5%。

No.4、隆基股份（601012）
增持金额：4.17 亿元
从增持案例来看，
净增持市值较大的是隆基股份。截
至 2 月 5 日，隆基股份大股东陕西煤业已累计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997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
达到增持计划数量区间的 50%。按照隆基股份增持区间
的股票均价 34.29 元计算，
合计增持市值超过 3.4 亿元。

No.5、雅戈尔（600177）
增持金额：3.25 亿元
雅戈尔 2 月 7 日晚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如成 2 月
7 日增持 10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0.31%。自 2 月 7 日起
至 2019 年 2 月 6 日止，在公司股价不超过 10 元/股的前提
下，李如成及其一致行动人拟累计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
本 1%，且不超过 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No.6、信维通信（300136）
增持金额：2.75 亿元
信维通信 3 月 5 日晚公告，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中资金规模上限为 26 亿元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目前仍在
推进中，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中资金规模为 7 亿元的云
信-锐意 2017-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成立。
截至目前，
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
入公司股票 693.32 万股，
成交均价约 37.02 元，
总成交金额
2.57 亿元，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
（投资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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