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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定增规模已达 1100 亿元，是去年全年的近 9 倍——

新三板定增呈井喷式增长
本报记者

何

川

行情火爆的背后，是投资者对整个市场未来预期的看好。目前新三
板内部分层标准已明确，随着未来竞价交易的推出、挂牌企业可转板至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
三板”
）发布的最新挂牌企业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显示，11 月份新三板定向增发
规模突破 200 亿元，创下单月定增资金规
模的历史纪录。截至 11 月 30 日，新三板
今年定增规模已达 1100 亿元，是去年全
年的近 9 倍。为何今年新三板定增市场
如此火爆？随着新三板各项制度不断完
善，未来市场定增还会如何变化？

市场前景看好是关键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大幅
增加，截至 12 月 10 日，共有 4612 家挂牌
企业，是去年底 1572 家的近 3 倍。与此
同时，市场定增规模也大幅增加，年初至
今，新三板企业实施 2375 次定增，融资金
额达 1148 亿元；而去年全年，新三板共实
施 322 次定增，融资金额为 128 亿元。总
体来看，今年新三板企业数量增长了两
倍，定增金额则增长了 9 倍。
格上理财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萌萌表
示，在新三板扩容至全国后，2014 年对新
三板而言仍属于探索发展的初期阶段，市
场规模相对较小、相关政策措施也未出

创业板以及公募基金的进入等，都将给市场带来更大变化
台；而今年以来，随着做市转让的有效运
行、市场分层机制明确推出等，促使挂牌
企业、主办券商和各类投资者更积极参与
市场定增，使得行情极为火爆。
从挂牌企业来看，今年 11 月份，挂牌
企业九鼎投资出现单笔高达 100 亿元的
定增案例，这也是今年新三板最大的单次
定增融资。
从市场参与者来看，今年以来，新三
板合格投资者数量快速增长，截至 11 月
20 日，新三板合格投资者达到 11.1 万户，
是 2014 年底的 7.5 倍。同时，专业机构投
资者参与市场的程度大幅提高，目前已有
逾 1500 户，而 2014 年底只有 21 户。从
二级市场来看，新三板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成交金额占比也稳步提升，从年初的不足
5%提升到如今的 10%左右。
“新三板定增行情火爆的背后，是投
资者对整个市场未来预期的看好。目前
新三板内部分层标准已明确，未来随着竞
价交易推出、挂牌企业可转板至创业板以
及公募基金的进入等，将给市场带来更大

变化。”王萌萌说。
民生证券新三板研究中心研究员乔
誌东认为，新三板的快速、灵活融资机制
也为定增融资大幅增长创造了条件。据
悉，挂牌企业申请定向发行股票，可申请
一次核准、分期发行。此外，挂牌企业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
股转公司自律管理。

融资手段日趋多元
年初至今，新三板定增市场的火爆程
度已超过创业板。截至 11 月 30 日，创业
板 169 家公司再融资累计 892 亿元，其定
增规模小于新三板。
“ 创业板公司通常在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就获取了大量募集
资金，有的甚至超募；而新三板公司首日
挂牌后有存量股份流通，一般不涉及发行
环节，后市公司经常需要进行定增融资。
定向发行是目前新三板企业股票融资的
最主要方式。”乔誌东表示。

阳光私募发行数量创新高
全年资管规模有望突破 5 万亿元
本报北京 12 月 14 日讯 记者周琳报
道：今年以来我国阳光私募行业可谓突飞
猛进，不仅产品发行数量创历史纪录，而
且资管规模也直逼公募，今年全年有望突
破 5 万亿元。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
站统计，截至 12 月 14 日，已备案的各类私
募基金管理人共有 24625 家，比 10 月底
增加近 4000 家，比 1 月底的 6974 家增加
约 1.7 万家。从管理规模看，采用自助发

行和受托管理两种方式、规模超过 50 亿
元的阳光私募达 54 家。
从产品角度看，已登记备案的私募基
金产品 24464 只，比今年 10 月底增加近
4000 只，比 1 月底的 8846 只增加 1 万余
只。这 2 万余只私募产品总认缴规模约 5
万亿元，比今年 1 月底增加 2 万多亿元。
相对优异的业绩表现为私募规模增
加夯实了基础。好买基金数据研究中心
统计显示，11 月份，包含定向增发型、管理

飞乐音响并购国际照明企业

期货型、股票型、多策略型等 11 种策略的
私募产品收益均为正。
近 6 周以来，
平均每周新发行的私募产
品超过 660 只，
比今年 8 月份平均每周 5 只
左右的新发行产品数量有较大幅度提升。
除了业绩因素，
自 2014 年初启动的私
募基金备案制，为整个行业发展形成了自
主、
宽松、
规范的发展环境，
极大地推动了私
募基金发展。除去已清盘和提前清算的基
金，
目前正在运行的基金有 22899 只，
其中

对于未来新三板市场的定增情况，乔
誌东认为其仍会保持较高的热度。
“ 投融
资功能是市场的基础功能，针对这一方面
的制度建设只会增强不会削弱。未来在
制度完善之后，市场流动性的提升也使得
二级市场将有更多的对手盘，资本的变现
能力进一步增强。”
王萌萌表示，新三板定增市场会有所
分化。随着明年内部分层机制的实施，创
新层和发展态势良好的基础层公司的定
增仍会抢手，而“垃圾”公司的定增则会逐
渐冷却。
实际上，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融资，除
了目前的定向增发、银行信贷等主要渠道
外，还将有发行优先股、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等方式。今年 11 月，挂牌企业鑫庄农
贷发布《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计划融
资规模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系新三板
首例优先股发行预案。此外，新三板还将
制订发布非公开发行债券业务细则，实现
挂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并在新三板
挂牌转让。
“目前新三板的融资模式包括股权融
资和债权融资两方面，股权融资中，除了
定增，目前还有股权质押融资以及新近推
出的优先股，债权融资则包括中小企业私
募债和银行信贷。随着公司债以及股权
质押回购等方式推出，新三板企业融资手
段将更加多样化。”乔誌东说。

私募基金管理的基金产品数量为 19038只。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
胡立峰认为：
“ 总结我国公募基金行业 10
余年的发展历史，有组合投资、强制托管、
信息披露等 3 大支柱。私募与公募并无
本质区分，区分的是募集方式不同。”近 2
年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加速在 3
大支柱领域构建规范的私募基金行业准
则，先后发布涉及信息披露、行业自律及
风险防控标准、基金从业人员考试、私募
管理人分类、基金业务外包服务等各类私
募基金的通知或指引已达数十个。
“随着行业规范逐步完善，今后行业
自律的环境将逐步优化，行业各项创新将
更加有章可循，而私募新产品的发行以及
资管规模必将再上新台阶。”北京泓澄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张弢说。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上
市的公司——上海飞乐音响（600651）日前宣布，以现
金收购的方式将喜万年国际照明集团揽入旗下。喜万
年是一家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全球领先的照明技术企
业，本次并购也标志着飞乐音响正加速布局全球照明
市场。
据介绍，飞乐音响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飞乐投资以
预计 13840 万欧元收购喜万年 80%的股份，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其中自有资金不低于 40%。
飞乐音响董事长蔡小庆表示，通过此次跨境并购
交易，公司将极大地提升丰富公司品牌影响力，有利于
公司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同时，飞乐音响将以本次并
购作为起点，持续推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布局，
逐步通过外延并购成为全球化照明企业，使得内生主
业与外延并购实现的利润同步高速增长。

同洲电子布局智能硬件产业
本报北京 12 月 14 日讯 同洲电子（002052）今
日早间发布公告称，环球合一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环球合一”
）与公司将互为广电有线运营
商的优选合作伙伴，将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共同
拓展广电有线运营商市场，环球合一承诺在广电有线
运营商云平台新业务拓展方面将公司视为唯一合作伙
伴。公司拟以现金 5000 万元对环球合一投资，投资
完成后拟占其 20%股权。
（宗 文）

中国电科创意项目获天使投资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
“悬丝诊脉”
“魔眼”
“智慧
丸”……12 月 12 日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熠星大赛决赛
路演中，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及多个高校的 8
个创意项目成功与天使投资对接，完成首轮 7540 万元
融资。
据中国电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总结第一届大赛
经验的基础上，本届熠星大赛有多项创新：比如，建
立两级孵化模式，针对不同成熟度的创新创意项目
对投资主体、孵化模式、创新资源的不同需求，熠星
大赛设计了“创意→技术”和“技术→产业”两级孵化
模式；打造“百”名创意导师团队，从中国电科 6 万余
名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中精选出 100 余名创意导师，
对熠星大赛入围项目从专业技术、市场定位、商业模
式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全过程辅导，帮助项目团队走
向成熟。

中 国 物 品 编 码 中 心 公 告（1715）
现将第 1715 批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批准，获得使用商品条码资格的企业）名单公布如下：
（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二年）

详情可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
ancc．
org．
cn）查询
厂商名称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沂水津都食品有限公司
临沭金茂食品有限公司
费县威振油脂有限公司
蒙阴县鸿羽蜂产品有限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振翔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膳德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济宁市鑫星食品有限公司
枣庄市内丰面粉有限公司万泰粮油分公司
莱芜市凤城茶业有限公司
诸城市一亩田食品店
肥城市益康商贸有限公司
东营市宝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九盈食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绿康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东味怡得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市浩翔酒业有限公司
夏津县兴旺小米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宁津县浩丰制粉有限公司
东营爱之淇孕婴用品有限公司
淄博福康面业有限公司
淄博蒲缘酒业有限公司
德州富宏信宇服饰有限公司
潍坊雨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潍坊尧舜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天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鄄城汉祥鲁锦工艺品织造有限公司
庆云县东辛店绿源鸡蛋销售门市部
山东过桥缘餐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滕州市洪绪富源塑料制品厂
济宁国润康健油脂有限公司
济南龙马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润泽纸业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蓝洁汽车用品厂
山东瑞优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尤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杰诺尔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达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冶市泰丰斋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荆州市天美食品有限公司
松滋市洈水新达塑料厂
湖北稻珍稻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襄阳市瑞隆芳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襄阳清源食品有限公司
枝江市银珠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巴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宜昌特利莱照明有限公司
青岛久盛新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美家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烽鑫老于家海参有限公司
青岛邦联通达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正大猪业有限公司
太平洋制罐(青岛)有限公司

69573618
69573619
69573620
69573621
69573622
69573623
69573624
69573625
69573626
69573627
69573628
69573629
69573630
69573631
69573632
69573633
69573634
69573635
69573636
69573637
69573638
69573639
69573640
69573641
69573642
69573643
69573644
69573645
69573646
69573647
69573648
69573649
69573650
69573651
69573652
69573653
69573654
69573655
69573656
69573657
69573658
69573659
69573660
69573661
69573662
69573663
69573664
69573665
69573666
69573667
69573668
69573669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青岛利倍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龙得云长寿米酒酿造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海源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忠文盛鑫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奥吉盛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开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尚达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苏馨源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森曼日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麦香心语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慧儿驰营养品有限公司
湖北良信达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敬和茶业有限公司
武汉新宜人纸业有限公司
开原市健源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油杉河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力仁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毕节恒有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茂强酒业有限公司
毕节市涂国林机面加工厂
贵州元宗贸易有限公司
印江自治县飞龙纸业有限公司
贵州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都匀市凯口老布依腌腊食品厂
贵州黔牛香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福祥瑞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苗济公茶业有限公司
贵州久必青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凤冈县宏发米业有限公司
咸阳伊兰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延川绿源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房记传统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科利养鸡专业合作社
蓝田县美空清洁剂有限公司
西安高源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三秦家宝调味食品厂
陕西博新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青海海川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广西兴业和丰禽业有限公司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防城精制糖有限公司
南宁鸿雁鹅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象山区香果果食品厂
桂林冠西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诺哈斯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礼爱万家工贸有限公司
西藏康园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澄溪镇胜利村 6 组
500231600214407(曾凡平512322198202271494)
梁平县万竹山纯净水厂
重庆粮食集团云阳县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嘉阔商贸有限公司

69573670
69573671
69573672
69573673
69573674
69573675
69573676
69573677
69573678
69573679
69573680
69573681
69573682
69573683
69573684
69573685
69573686
69573687
69573688
69573689
69573690
69573691
69573692
69573693
69573694
69573695
69573696
69573697
69573698
69573699
69573700
69573701
69573702
69573703
69573704
69573705
69573706
69573707
69573708
69573709
69573710
69573711
69573712
69573713
69573714
69573715
69573716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重庆国心泉饮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圣井源纯净水有限公司
三原百川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丰都县顺延榨菜加工厂
重庆市武隆县盛荣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猎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金堂县淮口加丽塑料制品厂
南宁绿山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之宝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宁波红杉谷矿泉水有限公司
宁海县兴旺面条加工厂
奉化市联丰粮食专业合作社
宁波德利福洁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匡堰风彩制衣厂
慈溪市秀比斯壮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宇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龙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七婆餐饮有限公司
成都仁爱义齿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家裕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泰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利尼科医学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三飞叶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源广利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长通线缆有限公司
成都舒美姿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四川元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欧雷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轩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群立工贸有限公司
印象大红袍(厦门)茶业有限公司
厦门思齐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天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卡努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国樽酒业有限公司
厦门鑫太古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振坤记养殖有限公司
厦门易士达商贸有限公司
漳州市顺天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彩驰鞋服有限公司
泉州市智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春眠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阿里爸舅家居有限公司
福州雅德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远真服饰有限公司
福州卓恩服饰有限公司
武夷山天工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嘉穗米业有限公司
69573717 龙海市兴旺园食品有限公司
69573718 龙海市海澄富翔食品加工厂
69573719 福建白云山泉饮品有限公司
69573720 福州市晋安区隆鑫茶行

69573721
69573722
69573723
69573724
69573725
69573726
69573727
69573728
69573729
69573730
69573731
69573732
69573733
69573734
69573735
69573736
69573737
69573738
69573739
69573740
69573741
69573742
69573743
69573744
69573745
69573746
69573747
69573748
69573749
69573750
69573751
69573752
69573753
69573754
69573755
69573756
69573757
69573758
69573759
69573760
69573761
69573762
69573763
69573764
69573765
69573766
69573767
69573768
69573769
69573770
69573771
69573772

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福建武夷顶上茶业有限公司
浦城县先明红豆杉培植基地
福清达心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高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政和鑫达竹制品有限公司
福州新奥化工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永欣茶业有限公司
永安佳隆农产品有限公司
惠安县五鲜王食品行
霞浦县东孚农庄有限公司
古田县华升食品有限公司
长乐西门城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隆合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平十八节洒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红绣球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泉州洛江泉球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加怡(福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化县云翠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明祥达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贝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艾澜(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裴氏御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京味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君合百安仓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燊特莱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三鹏合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业恒通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豆蔻年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梵泊莎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纪曼诺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红缘坊商贸有限公司
鹦鹉螺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心物不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溪县溪水生态茶场
中山市艾励特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峰景衡器有限公司
昌吉市正新食品加工厂
独山子区伊斯塔克食品厂
玛纳斯县回尕娃果蔬食品厂
于田县伊本瑟纳医茶业
阿克苏市金盛粮油加工厂
莎车县叶尔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拉尔市金象油脂有限公司
四平市铁东区洪发拖布加工点
延边旺达实业有限公司
珲春市吉达食用油加工厂
深圳市昶旺先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乙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清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晨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斯澳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9573773
69573774
69573775
69573776
69573777
69573778
69573779
69573780
69573781
69573782
69573783
69573784
69573785
69573786
69573787
69573788
69573789
69573790
69573791
69573792
69573793
69573794
69573795
69573796
69573797
69573798
69573799
69573800
69573801
69573802
69573803
69573804
69573805
69573806
69573807
69573808
69573809
69573810
69573811
69573812
69573813
69573814
69573815
69573816
69573817
69573818
69573819
69573820
69573821
69573822
69573823
69573824

厂商识别码

69573825
深圳市驰瑞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69573826
深圳市晖皇园林有限公司
69573827
华新宝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69573828
深圳阿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29
深圳梵卡迪商贸有限公司
69573830
深圳益嘉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69573831
深圳市永杰信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大集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69573832
69573833
深圳育龙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34
深圳市广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八零九零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35
69573836
深圳市睿络思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37
深圳市神尔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38
深圳市竞争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润鑫母婴日用品有限公司 69573839
69573840
深圳市富旭贸易有限公司
69573841
深圳市满东福商贸有限公司
69573842
深圳市田湾大地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43
深圳市富力美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44
义乌市叶童食品厂
69573845
义乌市小巴米袜子厂
69573846
义乌市百纳箱包有限公司
69573847
义乌市巴细娟化妆品商行
69573848
东阳市白云群芳袜厂
69573849
东阳市六石跃新针织内衣厂
69573850
东阳市江北佩雅内衣厂
69573851
东阳市天籁科技有限公司
69573852
东阳市江北春暖伊人袜厂
69573853
东阳市绿叶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凡爱服饰有限公司 69573854
69573855
德清县新市镇港兴食品厂
69573856
义乌市同福玩具厂
69573857
杭州众同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 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