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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定增预案数量上升  
——定增透视系列 

 投资要点： 

 2014 年以来定增市场十分火爆，至今（2015 年 1 月 23 日）共有 866 家公司公

布了定增预案，吸引了一级、二级市场的大量关注。2014 年初至今共 475 家公司完

成定增，总计募资 6774.67 亿，其中 305 家单以现金参与定增，147 家由大股东参与

定增，142 家单由机构投资者参与。为更好地方便大家及时把握市场上的定增公司最

新动态，我们对市场上定向增发上市公司进行持续跟踪分析。 

 本系列报告有三大亮点：一是对市场上最新的定增公司进行跟踪分析；二是对一

级市场上最新询价公司进行跟踪；三是对二级市场上的解禁前后公司进行跟踪。  

 新发董事会定增预案情况。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 23 日期间 A 股共有 21 家

上市公司新发关于定增的董事会预案，周定增预案数量上升。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 家，

有万鸿集团、太安堂；项目融资 8 家，有西藏天路、司尔特、南洋科技、迪森股份、

界荣实业、华发股份、西水股份、国兴地产；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6

家，有万讯自控、大智慧、科达股份、宏磊股份、时代万恒、吴通通讯；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3 家，有浪潮信息、索芙特、泰格医药；集团整体上市（及配套融资）1 家汇

鸿股份；壳资源重组 1 家中联电气。我们认为太安堂、大智慧、科达股份、宏磊股份、

浪潮信息、泰格医药、汇鸿股份等值得跟踪。  

 1 月 19 日至 1 月 23 日，没有公司获得发审委通过或证监会正式批文。 

 对于二级市场定增公司投资机会的跟踪，除了前面新发定增董事会预案公司外，

还可以关注以下两类投资机会：一种是解禁前后对于认购方锁定收益为负的公司，即

破发的公司，后续股价上涨概率较大；二是对于认购方锁定收益过高的公司，在解禁

后存在获利回吐的股价下行风险，可选择在解禁日前后择机做空。已经或 6 个月内

（2014-7-31 至 2015-7-31）即将解禁的定增公司中，目前有 23 家破发，即现价复权

后低于复权增发价，股价具有一定安全边际，可适当关注相关个股。具体详见报告内

容。  

 风险提示：本篇报告主要针对市场上的最新定增公司动态进行跟踪及相对定增方

案等的比较分析，并非调研过所有公司，因此不构成直接推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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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定增投资机会的跟踪框架 

总体来说无论是在一级市场（投资者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还是二级市场（所有

投资者在二级市场对定增类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投资参与定增公司大概率都能获得超额收益。

2006 年至今，如果把定增项目划分成两个阶段的话，则发行期间（预案公告日 -股份变动日）

平均绝对收益为 40.81%，相对收益为 25.47%；锁定期间（股份变动日-解禁日）平均绝对

收益为 11.19%，相对收益为 6.29%。 

而对于如何把握定增公司的投资机会，我们过去在定增系列专题报告《增发中蕴含的投资机

会》、《定增破发后回补带来的超额收益》等中曾尝试进行不同角度的探讨，结合当下的市场

情况及对定增投在机会的综合梳理，我们对于把握定增类公司投资机会的挖掘框架可以从以

下几个角度入手： 

一级市场的投资逻辑 

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的一级市场定增项目主要有项目融资和并购重组配套融资，对于选择一

级市场的定增投资项目来说可以从三大方面去分析：大股东是否参与、基本面分析、定价与

估值的把握。 

图 1： 一级市场定增项目的投资逻辑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二级市场的投资逻辑 

作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可以从选择投资标的及投资时点两个角度进行把握。  

图 2： 二级市场定增项目的投资逻辑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大股东参与 

•定增项目如有大股东参与则意味着大股东对公司未来的前景更有信心 

•在解禁期满前后，因为有大股东参与，上市公司有较强做股价的动能 

基本面分析 

•市场及行业基本面分析：牛市、行业景气度高 

•募投项目前景分析：项目前景良好，能够与现有业务形成协同效应或者能够为公司带来丰厚的业
绩贡献。 

•并购重组驱动 

定价与估值 

•发行价相较于发行日20日均价折价发行 

•公司估值具备一定安全边际 

定增标的 

•定增类别：并购重组类定增项目获得超额收益的概率更大 

•公司前景分析：选择收购资产或募投项目能够与现有业务形成协同效应或者能够为公司带来
丰厚的业绩贡献的标的。 

•大股东参与的定增项目获得超额收益的概率更大 

参与时机 

•公告日投资定增：预案日持有至股份发行日；因预案公告后股价一般会连续涨停，具体参与
时点可选择股价回调后趋稳时介入，持有至股份发行日退出，享受整段定增公告日带来的超
额收益，而选择在市场情绪较好的时候介入获取超额收益的概率会更大。 

•定增破发类股票：上市且未解禁的第一次跌破增发价达到5%时买入，并持有至回补增发价后
20 天卖出；或者在解禁前后股价破发的公司。 



 

策略研究/主题研究 | 2015 年 1 月 

5 
 

新发董事会预案 28 家  

2014 年初以来定增市场十分火爆，有 845家公司公布了定增预案，吸引了一级、二级市场

的大量关注。2014 年初至今（2015 年 1 月 16 日）共 475 家公司完成定增，总计募资 6774.67

亿，其中 305 家单以现金参与定增，147 家由大股东参与定增，142 家单由机构投资者参与。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 23 日期间 A 股共有 21 家上市公司新发关于定增的董事会预案，

周定增预案数量上升。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 家，有万鸿集团、太安堂；项目融资 8 家，有西

藏天路、司尔特、南洋科技、迪森股份、界荣实业、华发股份、西水股份、国兴地产；公司

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6 家，有万讯自控、大智慧、科达股份、宏磊股份、时代万

恒、吴通通讯；融资收购其他资产 3 家，有浪潮信息、索芙特、泰格医药；集团整体上市（及

配套融资）1 家汇鸿股份；壳资源重组 1 家中联电气。我们认为太安堂、大智慧、科达股份、

宏磊股份、浪潮信息、泰格医药、汇鸿股份等值得跟踪。 

 

表格1：近期新发定增预案情况（万股，元，亿元）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定增预案  行业  增发价  现价 发行股数  预计募

资额 

定增目的及投向  

300112.S

Z 

万讯自控 2015-1-23 仪器仪表 10.01 12.08 1,510.49 1.51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 

600326.S

H 

西藏天路 2015-1-21 建筑业 8.10 8.75 12,160.49 9.85 项目融资 

601519.S

H 

大智慧 2015-1-23 计算机 5.45 7.24 49,541.28 27.00 配套融资 

600986.S

H 

科达股份 2015-1-22 建筑 5.56 10.33 40,021.67 22.25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 

002647.S

Z 

宏磊股份 2015-1-21 电气机械 7.95 10.18 15,685.53 12.47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 

002538.S

Z 

司尔特 2015-1-20 化学原料 14.51 18.28 7,500.00 10.28 项目融资 

600241.S

H 

时代万恒 2015-1-21 批发业 7.61 11.18 4,599.21 3.50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 

300292.S

Z 

吴通通讯 2015-1-23 通信 14.62 24.43 6,463.75 9.45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 

002323.S

Z 

中联电气 2015-1-23 专 用 设 备 制

造业 

19.21 25.55 14,097.04 27.08 壳资源重组 

600981.S

H 

汇鸿股份 2015-1-22 批发业 4.11 5.09 48,661.80 20.00 配套融资 

601519.S

H 

大智慧 2015-1-21 计算机 6.05 7.24 135,583.87 82.03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 

002389.S

Z 

南洋科技 2015-1-19 计算机 8.82 10.76 12,900.00 11.38 项目融资 

300335.S

Z 

迪森股份 2015-1-23 电力  13.49 7,500.00 7.50 项目融资 

000977.S

Z 

浪潮信息 2015-1-20 计算机 35.12 45.30 8,257.40 29.00 融资收购其他资产 

002647.S

Z 

宏磊股份 2015-1-22 电气机械 7.16 10.18 7,402.23 5.30 配套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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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62.S

Z 

索芙特 2015-1-20 化学原料 7.53 8.83 67,994.69 51.20 融资收购其他资产 

600681.S

H 

万鸿集团 2015-1-23 建筑 6.47 8.11 4,945.90 3.20 补充流动资金 

300292.S

Z 

吴通通讯 2015-1-23 通信 15.28 24.43 2,208.77 3.38 配套融资 

600981.S

H 

汇鸿股份 2015-1-20 批发业 4.11 5.09 188,361.54 77.42 集团公司整体上市 

300112.S

Z 

万讯自控 2015-1-22 仪 器 仪 表 制

造业 

10.01 12.08 557.40 0.56 配套融资 

600836.S

H 

界龙实业 2015-1-22 印 刷 和 记 录

媒介复制业 

 20.12 7,635.00 5.13 项目融资 

600325.S

H 

华发股份 2015-1-22 房地产业 11.41 12.81 51,621.00 58.90 项目融资 

300347.S

Z 

泰格医药 2015-1-21 医药 26.92 38.38 1,857.36 5.00 融资收购其他资产 

600291.S

H 

西水股份 2015-1-20 非金属矿物 16.93 26.32 41,228.59 69.80 项目融资 

600986.S

H 

科达股份 2015-1-22 建筑 5.56 10.33 13,340.00 7.42 配套融资 

002433.S

Z 

太安堂 2015-1-23 医药 11.04 13.13 4,529.00 5.00 补充流动资金 

000838.S

Z 

国兴地产 2015-1-21 房地产 8.02 9.92 13,092.27 10.50 项目融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注：黄色部分为增发底价。 

 

图  3： 2014 年初以来月度定增预案数目  图 4： 年初以来定增板块分布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 

 

万鸿集团  

600681.SH 

补充流动资金-万鸿集团： 定增“补血”主业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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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曹飞（控股股东）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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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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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元 4945.9 万股 
3.2 亿

元 
- 20.39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的主营由印刷转为园林绿化工程设计和建设，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在掌

握市场合理定价的前提下，强化成本控制，提升业务环节管控水平，公司控股子公司佛

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绿化种植、销售、

绿化工程管理服务为一体的一条龙企业。 

 此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优化财务结构，也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司的工程施工规模和业务承揽能力，并且增强了公司资源整合和产业

并购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商业形象和市场地位。 

 

太安堂  

002433.SZ 

补充流动资金-太安堂：大股东全额认购，彰显公司发展信心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11.04 元 4529 万股 5 亿元 - 95.1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是以中药皮肤药及特效中成药等为主导产品，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

制药企业，是国内中药皮肤病外用药市场的领军企业。公司已形成铍宝、麒麟两大品牌

下较为完备的产品体系，拥有包括软膏剂、丸剂等 14 个剂型的 108 个药品品种的生产

批件，其中 2 个药品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9 个药品是国内独家生产品种，34 个

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59 个药品被列入《医保目录》。公司被评为“国家

高科技企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债务规模，提高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的持股比例将由现在的  28.22%

提高到发行后的 32.46%，不仅有助于增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也有助于公司未

来在经营管理及战略方面的稳定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有利于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发展布局。公司致力于发展大健康

产业，预计未来将继续利用自身实力和优势，紧紧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寻求大健康行业

的收购兼并机会，不断扩大公司规模和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以中药饮片、医药

电子商务等为核心的大健康业务将成为未来几年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 

 

南洋科技  

002389.SZ 

项目融资-南洋科技：定增 11亿加码主业——太阳能电池背材基膜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邵奕兴,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项目融资——募集资金中的 57,000

万元将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50,000 吨

太阳能电池背材基膜项目，余下部分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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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元 12900 万股 
11.38

亿元 
- 62.8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专业电子薄膜制造企业之一，主要产品为聚丙烯电子薄膜产品，分为

“基膜”和“金属化膜”两大类。公司现已成为国内超薄型耐高温聚丙烯电子薄膜和金

属化安全膜的主导供应商之一。公司主要产品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公司的“耐高温电容薄膜”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公司拥有多项经过浙

江省科学技术厅鉴定的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成果。  

 发行完成后，邵雨田（董事长）及邵奕兴（总经理）合计持股比例将由  30.70%上升至 

42.18%。该方案显示，年产 5 万吨太阳能电池背材基膜项目总投资 5.7 亿元，项目建

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完全达产后，公司预计每年新增销售收入 6.85 亿元，净利润 

8086.11 万元。同时，为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降低财务风险，公司拟将募集资金剩余

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随着新增  5 万吨产能逐步达产，南洋科技在背材基膜市

场的市占率将大幅上升，未来将成为公司新的盈利稳健贡献点。  

 

 

迪森股份  

300335.SZ 

项目融资-迪森股份： 增发加码生物质能源项目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1.包括常厚春,李祖芹及马革拟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珠海

横琴大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2.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

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 

项目融资——1.生物质能供热供气

项目（7.15 亿）；2.生物质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3500 万）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竞价增发 7500 万股 
7.5 亿

元 
- 38.5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是国内利用生物质等新型清洁能源提供热能服务的领先企业。公司热能服务的客户

群体涉及造纸、钢铁、建材、纺织、医药化工、食品饮料等多个行业。公司掌握领先的

生物质能应用技术，成长为专业的生物质能生产应用技术设备提供商、生物质燃料供应

商和节能减排项目系统集成商。   

 此次定增募集不超过  7.5 亿元，大股东参与增发——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厚春、李祖芹、

马革拟成立的有限合伙公司认购不低于  6000 万元，珠海横琴大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认购不超过 2.4 亿元。此次募资主要投向 BMF 供热供气项目。公司拟使用 7.15 亿

元建设生物质能供热供气项目，根据用户需求建设多个生物质能供热项目、生物质可燃

气供气项目，总建设规模为年产蒸汽  245 万吨、生物质可燃气  35000 万 Nm3、生物

碳粉 3 万吨。 

界龙实业  

600836.SH 

项目融资-界龙实业： 定增拓展地产业务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1.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10

家特定对象.2.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股权收购项目；扬州御龙湾商业二期

项目；偿还银行贷款。 
现金 3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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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竞价增发 7635 万股 
5.13 亿

元 
- 60.3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主营包装印刷，广泛涉足房地产开发、金属制品(轴承钢丝)、食品、稀土研磨材料、

商业贸易等产业。 

 此次定增资金将用于股权收购项目，扬州御龙湾商业二期项目，偿还银行贷款。 

 

司尔特  

002538.SZ 

项目融资-司尔特：进军农资电商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不超过10名的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具有较高定价

能力和长期投资意向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其

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 

项目融资——1.年产 90 万吨新型复

合肥项目；2.司尔特“O2O”农资电

商服务平台。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竞价增发 7500 万股 
10.28

亿元 
- 57.5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是一家集磷复肥生产、各类化肥贸易为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股份公司。主要产品为

高浓度缓释 NPK 复合肥系列产品以及磷酸一铵，中间产品包括硫酸、磷酸等。公司是

安徽省最大的高浓度磷复肥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中国化肥百强企业、安徽企业五十强、

中国磷复肥行业十强。公司“司尔特”牌系列优质复合肥畅销全国。 

 公司拟投资 20569 万元建设“O2O”农资电商服务平台，具体包括：（1）搭建司尔特

农资线上平台。（2）建设 10080 家村级农资电商线下服务站（15 年目标建设 4000 

家）。 

 农资电商正在成为未来农资销售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率先投

巨资进入农资电商领域，倾力打造“O2O”农资电商服务平台，结合自身在测土配方、

肥料服务、田间管理方面的先天优势，有望在电商时代脱颖而出。 

 

西水股份 

600291.SH 

项目融资-西水股份：61亿增资天安保险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上海德莱科技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郁金

香天玑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迪瑞资产管理公司(杭州)有限

公司,晋城市顺盛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和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

司. 

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拟配套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资产/项目承诺 资产/项目承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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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融资 诺净利润当年 净利润第二年 利润第三年 

16.93 
41228.59 万

股 

69.8 亿

元 
- 98.2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司原主营水泥、熟料的生产与限售，是中西部地区较大的水泥供应商之一，销售市场涵

盖乌海、包头等地。2012 年，公司持有天安财险 20%的股权，天安财险股东中江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日本 SBI控股株式会社、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

有的天安财险所有股权对应的经营表决权授权给公司代为行使。经授权后，公司合计持

有天安财险经营表决权 55.00%，故将其纳入合并范围。近年来，公司保险业务收入较

高。 

 本次增资完成后，西水股份持有天安财险的股权比例将从 16.18%上升至 36.30%。加

上天安财险部分股东将其所持天安财险股权对应的经营表决权授权给西水股份代为行

使，西水股份合计持有天安财险 63.8%的经营表决权，拥有对天安财险的控制权。 

 

国兴地产  

000838.SZ 

项目融资-国兴地产： 上调定增价格，大股东全额现金认购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部用于实施国兴〃北岸江山东区住

宅项目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8.02 
13092.27 万

股 

10.5 亿

元 
- 18 亿元 - - - 

注：2015 年  1 月  21 日晚，国兴地产公告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价

格（从 6.21 元 /股提高至 8.02 元 /股）， 

简要分析： 

 公司原为生产化工新材料产品的一家上市公司，经过股改其母公司蓝星集团现已将所持

全部股权 37.77%全部转让给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是北

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房地产开发专业公司，随着此次国有股转让过户的完成，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由精细化工转变为房地产，融达公司将其合法拥有的优质房地产国兴南

华注入上市公司后，进入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在 2007 年四季度产生效益。先后开发了苏

源锦江大厦、国投大厦、国兴〃观湖国际、国兴玉廊东园等楼盘。  

 目前国兴地产在重庆开发的“国兴北岸江山”大盘项目对应实际存货周转率为  13.3%

和 16.2%，大幅低于行业主流地产公司的周转速度。加速周转的主要瓶颈在于资金的

缺乏，当前销售收入有限，单靠项目销售进行滚动开发，难以实现快速开发。而半年报

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82%（行业平均为 76%），净负债率为 136%（行业平均为 

100%），且由于公司净资产规模仅  4.28 亿元，难以进一步取得银行信贷支持，进一步

加杠杆的开发的空间有限。如果此次增发能够成功，按此前募集资金计划国兴地产能成

功募集净额 10.5 亿元则将有效补充公司开发资金，加速地产项目快速开发。  

 增发价格有所提升，但大股东仍然全额现金认购，进一步体现了大股东对于公司的未来

发展的信心。 

华发股份  项目融资-华发股份： 定增为异地扩张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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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25.SH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包括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特定对象,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

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 

1、广州荔湾区铝厂一、二期地块商

住及拆迁安臵房项目；2、广州白云

区集贤庄商住及保障房项目；3、珠

海华发水岸花园项目；4、南宁华发

四季项目；5、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

（地块三）项目；6、偿还银行贷款。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竞价增发 51621 万股 
58.9 亿

元 
- 102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是珠海最早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企业，也是珠海地区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  

 自 2013 年管理层换届之后，公司布局战略强调以“珠海为大本营，武汉、广州、南宁

等一二线城市重点突破”方向的进行规模扩张。公司此次定增 42.29 亿元拟投资于广州、

珠海、南宁和威海的 5 个项目，剩余 14.8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一方面为异地扩张

筹资，另一方面也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西藏天路  

600326.SH 

项目融资-西藏天路：定增扩增产能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

对象. 

1、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 2,0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工程项目；2、西

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 

2,0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

工程项目；3、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期技改工程项目；4、施

工机械设备购臵项目；5、补充流动

资金。 

现金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竞价增发 
12160.49 万

股 

9.85 亿

元 
- 47.6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主营为公路工程施工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承担西藏自治区内的公路、桥梁的建设

任务。 

 昌都建材水泥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未来水泥生产与销售规模将大幅扩大。水泥业务近

年来一直是公司重要盈利点，昌都建材 2,0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及余热发电

项目完工达产后，公司建材业务的盈利能力将大幅提升。高争建材余热发电项目建成以

后，其水泥生产预计可因此每年节约电费支出 3,000 余万元，实现了资源再利用的循环

经济。产品成本进一步降低，市场竞争力得到有效增强，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可随时运用的货币资金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大幅

提升，有效增强公司的公路工程施工项目承揽能力和增加营业收入，有效保证现有项目

运转及未来项目的开发，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财务费用负担。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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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今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万讯自控  

300112.SZ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万讯自控： 定增收购安可信以巩固竞争优势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收购）熊伟,龙方彦,上海华宝贵永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陈晓晖,

李万才,尹利君,四川鸿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杜仁辉,吴晓丹,任

小华,陈向峰,陈素英,刘德友,毛剑平,毛平安,黄晖,刘植秀,郑

宝华,董秋章,马瑞珏,冯梦箫,杨敏,佘志坚,吴湘,张永根,郭 

涛,黄学连,李 军,魏季水,余建彬,李金龙,龙 涛,邬晓宁,冯文

森,吴晓燕,钟方军,樊小花,黄 琴,陈 亮,孙大维,陈 冰,陈利

军,何 柳,何 燕,李先兵,刘世强,庞 强,徐 兵,杨银华,张家能,

邹开琴. 

（融资）傅宇晨,傅晓阳,王洪,仇玉华,董慧宇 

收购安可信 100%股权 资产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10.01 1510.49 万股 
1.51 亿

元 
0.56 亿 29.2 亿元 1800 万元 2160 万元 2592 万元 

简要分析：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过程自动化仪器仪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服务的专业公司，

公司的研发团队建立了 IPD 研发管理体系，掌握了相关产品的各项专业技术，建立了

相关产品实验室，能够自主地进行有关产品的技术研发，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多项专利，取得了“把防雷功能加入到信号调理仪表中”等行业内

首创的研发成果。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以快速切入气体检测仪器仪表和气体检测控制系统的研发、生

产、销售业务，上市公司的业务和产品结构更加丰富、均衡，竞争优势更加巩固。上市

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规模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水平都将

得到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力

和后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大智慧  

601519.SH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大智慧： 定增打造一站式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

式 

锁定

期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湖中宝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和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湖南华升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大唐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农

四师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黄浦投资(集团)发展有限公司,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仁亨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湖南

嘉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收购湘财证券 100%股权 资产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金

额 

拟配套

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6.05 135583.87 万 82.03 27 亿元 158 亿元 106 亿元 591 亿元 79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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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亿元 

简要分析： 

 公司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拥有丰富而完整的产品系列，可满足各

种类型投资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公司已占有全国证券营业部 85%的份额，也是首批获

得上证所 Level-2 行情授权的开发商。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企业湘财证券在全国 41 个大中城市设有 53 家证券营业部，为全

国约 70 万投资者提供证券经纪服务，经纪业务客户托管资产达到  1,500 亿元，具有

一定的业务规模和知名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大智慧与湘财证券将进行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将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大智慧的互联网金融客户群、在大数据方面的积累和服务能力及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平台，将与湘财证券的传统券商业务进行结合，积极打造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资

产管理为中心，集信息、资讯、交易、销售、理财等金融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互联网金

融服务平台。 

吴通通讯  

300292.SZ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吴通通讯：定增收购 SSP，涉足互联网营销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收购）谭思亮,何雨凝,罗茁,万阳春,张立冰,启迪创

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启程

青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金信华创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融资）新互联投资 

收购互众广告 100%股权 资产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14.62 元 
6463.75 万

股 

9.45 亿

元 
3.38 亿元 58.4亿元 1 亿 1.3 亿 1.69 亿 

简要分析：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通信射频连接系统专业供应商。专业从事无线通信射频连接系统、光

纤连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为无线通信射频连接系统和光纤连接产品两

大类。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以及中兴通讯、大唐线缆等

知名通信设备商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本次收购的互众广告为互联网广告服务平台的提供商，定位偏向服务于媒体供应方

（SSP），主营业务主要专注于广告位优化、展示有效性优化、受众针对性优化等方面

的工作，通过与不同营销需求方的实时竞价来提升媒体流量的单位变现能力，实现媒体

流量价值最大化。本次对标的资产的收购有助于公司快速切入互联网广告与数字营销市

场，加速实施公司“通信制造+互联网”的战略布局。  

 

宏磊股份  

002647.SZ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宏磊股份： 定增投身园林绿化业务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收购）席惠明,浦建芬,席盛超,席晓燕,缪春晓,章建

良,朱亮,华群石,怡,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西藏恒实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景达创

业投资行(有限合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

盛古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机构投资者和

自然人 

收购东珠景观 100%股权 资产 3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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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浙江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重筹铜业有限公

司,安徽兆业投资有限公司,章凯琦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7.95 元 
15685.53万

股 

12．47

亿元 
5.3 亿元 

24.59 亿

元 
2.05 亿 2.65 亿 3.38 亿 

简要分析： 

 公司是国内大型综合性漆包线产品供应商之一。主营业务为漆包线、高精度铜管材和其

他铜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先后承担国家重点项目 6 项，省重点科技项目 7 项，

拥有 20 项专利。公司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理事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理事单

位、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通过本次交易向上市公司注入发展前景广阔的园林绿化业务，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的转型，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多元化发展。同时，交易标的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

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上市公

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时代万恒  

600241.SZ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时代万恒：定增 为持续发展构建新的产业基础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黄年山,刘国忠,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苏州钟鼎创业

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张桂华,庞柳萍,张允三,上

海鼎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收购辽宁九夷 100%股权 资产 36 月 

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7.61 元 
4599.21 万

股 

3.5 亿

元 
-  19.5亿元 3139 万元 3454 万元 3801 万元 

简要分析： 

 公司是以纺织服装制造和进出口贸易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主要经营服装服饰的出口业务

及相关面料印染、辅料、机械设备等进出口业务。公司旗下熊岳印染有限责任公司是现

代化大型综合印染企业，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韩国、港澳等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长期为美国的沃尔玛公司、GAP 公司、日本的西川产业、野春贸易等

国际知名公司提供优质产品。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不仅可以获得镍氢电池业务比较稳定的收入和利润，而且可以获得

九夷能源的团队、客户基础和“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快速、稳妥、高起点进入锂离

子电池领域，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构建新的产业基础。 

科达股份  

600986.SH 

公司间资产臵换重组及配套融资-科达股份： 29 亿收购 5家数字营销公司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收购）北京百仕成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杭州好

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同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好望角启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浙江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睿久合盈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融

资）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润民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青岛润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峥嵘,

何烽,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信

乾盛兴源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购买百孚思、上海同立、 华邑众为、

雨林木风和派瑞威行 
资产 3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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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当年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第二年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第三年 

5.56 元 
40021.67万

股 

22.25

亿元 
7.42 

38.09 亿

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简要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各级公路、市政基础设施、桥隧、水利等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以及新型路

面材料研究开发。公司拥有大量先进的大型施工设备，所施工的各类高等级公路、市政

工程等均被评为优良工程。公司下辖三个公路施工分公司、桥梁分公司、材料公司、工

业园和东营市新型路面材料研究所，并具有建设部核准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资质。  

 本次交易完成后， 百孚思、上海同立、 华邑众为、雨林木风和派瑞威行将成为上市公

司全资子公司。5 家标的公司分布在互联网营销产业链上下游，在各自领域都具有较强

的竞争实力，依托上市公司平台进行整合后，各家公司可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形成业

务互补。届时，上市公司体内将形成一条包含品牌管理、创意策划、线上营销、线下执

行、广告代理、网络推广等服务在内的，囊括汽车、电商、快消品等行业主要客户的互

联网营销链条。上市公司将以此为基础，进入互联网营销行业，实现公司的业务转型，

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以保证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浪潮信息  

000977.SZ 

融资收购其他资产-浪潮信息： 定增募资整合集团军工资产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 

1.收购山东超越 100%的股权；2.云服

务器研发与产业化项目；3.高端存储

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目；4.山东超越

自主可控、安全可信计算平台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5.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现金 36 月/12 月 

增发底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 15E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 16E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 17E 

35.12 元 8257 万股 29 亿元 - 217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此 14 亿次收购的山东超越主要产品为加固计算、安全保密产品、装备系统和服务，

产品主要应用于科研院所与国内主要军工集团。另外 15 亿资金强化公司研发实力，公

司在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也将得以扩大，未来在国产化产业链上的布局将有望更灵活地

开展。 

 公司此次定增后，无论从产品线的布局、研发投入能力、技术实力还是利润规模方面，

都成为了最有能力实现国产化产品突破与替代的当之无愧的龙头。公司未来可能还会有

更多投资与整合，国产化产业核心地位必将越来越巩固。 

索芙特

000662.SZ 

融资收购其他资产-索芙特： 定增转型智慧城市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朝阳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浩泽嘉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京马投资有限公司,成都

市川宏燃料有限公司,湖南国泰铭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逸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谷欣投资有限公

司,江阴浩然明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购买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补充流动资金：扣除前述项目募

集资金需求后的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

补充目标公司流动资金 

现金 36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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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底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 15E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 16E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 17E 

7.53 元 67994 万股 
51.2 亿

元 
- 25 亿元 3.1 亿 4.1 亿 5.2 亿 

简要分析： 

 公司原有业务连续多年亏损，转型势在必行，此前公司曾准备涉足文化传媒，最后无果

而终。此次公司进军智慧城市领域，或为未来发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利好长远发展。 

 公司收购的天夏科技的主营业务是智慧城管、智慧公安、智慧交通等领域的软件平台开

发和系统集成业务以及智慧城市“1+N”系列产品，中国最早推动数字城市管理系统和

智慧城市建设的科技企业之一。 

泰格医药

300347.SZ 

融资收购其他资产-泰格医药：定增收购北医仁智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叶小平,曹晓春以及外部

投资者上海季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鼎亮

睿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设立及管理的国金涌铧价值成长定增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54 亿元将用于收购北医仁智（北京）

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医仁智”）100%股权，其余募集资金全

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现金/资

产 
36 月/12 月 

增发底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 15E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 16E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 17E 

26.92 元 1857 万股 
81.75

亿元 
- 109 亿元 10530 万元 13680 万元 17730 万元 

简要分析：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临床 CRO 企业。目前业务体量遥遥领先国内其他竞争对手一

倍以上。而临床 CRO 是医药新经济代表，行业增速也有望加快。 

 公司定增 5 亿元，其中实际控制人和二股东共同出资 2.5 亿元.公司斥资 1.5 亿收购心

血管 ARO 领先企业北医仁智，并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智慧医疗生态圈的建设和新药投

资，体现了公司业务和盈利模式的升级阶段。 

汇鸿股份

600981.SH 

整体上市及配套融资-汇鸿股份：汇鸿集团实现整体上市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全资股东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体上市）；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将实现汇鸿集

团贸易、地产、投资等主要业务整体

上市 

现金 36 月/12 月 

增发底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 15E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 16E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 17E 

4.11 元 188361万股 
77.42

亿元 
20 亿 29 亿元 - - - 

简要分析：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将实现汇鸿集团贸易、地产、投资等主要业务整体上市，上市公

司贸易、地产主业将集聚汇鸿集团全部资源，规模效应进一步凸显，协同能力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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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将使得上市公司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得到提升；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对双方的贸易、地产、投资业务进行全面整合，将从采购、销售、融资、产业布局

等多方面实现统一管控、协同经营、优势互补，这将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组织架构、

业务体系，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增强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提升上市公司股东回报水

平。 

 本次资产重组汇鸿集团将非经营性资产和盈利能力较弱的业务和资产剥离后注入汇鸿

股份，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大幅增加，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汇鸿股份业务转

型，培育形成冷链物流、医疗健康两大新兴产业，推动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供应链集成运

营企业转型。 

中联电气

002323.SZ 

壳资源重组-中联电气：雅百特借壳中联电气 

发行对象 发行目的 认购方式 锁定期 

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萨纳贤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拉萨智度德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将上市公司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盈利能力相对较低的矿用变压

器及其附属设备、矿用电缆的研

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业务臵出，

同时臵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

景广阔的金属屋（墙）面围护系

统业务和分布式光伏屋面系统

工程业务，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的彻底转型 

资产/现

金 
36 月/12 月 

增发底价 发行股份 
拟募集

金额 
拟配套融资 总市值 

资产/项目承

诺净利润 15E 

资产/项目承诺

净利润 16E 

资产/项目承诺净

利润 17E 

19.21 元 14097 万股 
27.08

亿元 
- 26 亿元 - - - 

简要分析： 

 公司拟臵出原有大部分资产，并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实现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雅百特”）借壳上市。 

 通过此次资产重组将上市公司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盈利能力相对较低的矿用变压器及其

附属设备、矿用电缆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业务臵出，同时臵入盈利能力较强、发

展前景广阔的金属屋（墙）面围护系统业务和分布式光伏屋面系统工程业务，实现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的彻底转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

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通过本次交易，

本公司将持有雅百特 100%的股权。雅百特 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47.39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盈利能力较好。 

 

近期一级市场定增询价情况 

根据定向增发大致的询价流程来看，从拿到证监会正式批文到股份登记上市大概 1 个月左右。 

1 月 19 日至 1 月 23 日，暂没有公司获得发审委通过或证监会正式批文。 

 

图 5： 定向增发询价大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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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证监会，华泰证券研究所 

 

二级市场定增机会跟踪 

对于二级市场定增公司投资机会的跟踪，除了前面新发定增董事会预案公司外，还可以关注

以下两类投资机会：一种是解禁前后对于认购方锁定收益为负的公司，即破发的公司，后续

股价上涨概率较大；二是对于认购方锁定收益过高的公司，在解禁后存在获利回吐的股价下

行风险，可选择在解禁日前后择机做空。 

已经或 6 个月内（2014-7-31 至 2015-7-31）即将解禁的定增公司中，目前有 23 家破发。

即现价复权后低于复权增发价，可适当关注相关个股。 

表格2：已经或 6 个月内即将解禁股票破发情况（元，%）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行业  股份变动日  股份解禁日  现价  破发折价率 认购对象  

600664.SH 哈药股份 医药 2012-1-4 2015-1-22 8.68 -51.54% 大股东 

600859.SH 王府井 零售业 2011-10-24 2014-10-27 21.56 -42.94%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601886.SH 江河创建 建筑 2014-1-6 2015-1-13 8.32 -39.48% 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600467.SH 好当家 渔业 2011-11-17 2014-11-28 7.00 -37.01%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600121.SH 郑州煤电 煤炭 2013-11-20 2014-12-1 5.65 -34.83% 机构投资者 

600815.SH 厦工股份 机械 2012-2-23 2015-3-5 8.64 -31.77% 大股东 

600160.SH 巨化股份 化学原料 2011-9-9 2014-9-23 7.15 -25.30%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002498.SZ 汉缆股份 电气 2012-4-25 2015-5-18 9.18 -21.34% 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002353.SZ 杰瑞股份 机械 2014-1-20 2015-2-17 36.86 -20.66% 机构投资者 

002024.SZ 苏宁云商 零售业 2012-7-2 2015-7-10 10.26 -14.87% 大股东关联方 

600022.SH 山东钢铁 黑色金属 2012-2-15 2015-3-19 2.96 -13.95% 大股东 

300090.SZ 盛运股份 通用设备 2013-8-6 2014-9-26 15.87 -11.87% 机构投资者 

000401.SZ 冀东水泥 建材 2012-1-12 2015-2-2 12.24 -11.79% 境外机构投资者 

600381.SH *ST 贤成 建材 2011-12-6 2015-6-29 24.78 -11.43% 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002263.SZ 大东南 橡 胶 和 塑

料制品业 

2011-8-12 2014-9-22 6.28 -10.00%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000635.SZ 英力特 化学原料 2012-3-29 2015-4-21 12.20 -8.73%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300133.SZ 华策影视 传媒 2014-1-16 2015-3-30 30.77 -6.72% 机构投资者 

600166.SH 福田汽车 汽车 2012-6-18 2015-6-23 6.25 -6.61%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002264.SZ 新华都 零售业 2011-12-2 2014-12-29 7.72 -5.98% 大股东 ,大股东关联方,机构投资

者,境内自然人 

600575.SH 皖江物流 交运 2012-4-5 2015-4-13 4.11 -5.12% 大股东 

600346.SH 大橡塑 机械 2011-11-28 2014-12-8 9.23 -4.15% 大股东 

600256.SH 广汇能源 石油 2011-5-17 2015-5-25 8.68 -2.11%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300379.SZ 东方通 计算机 2014-12-23 2015-1-28 81.82 -0.82% 机构投资者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证监会正式批文（R） 

投资人发送意向函（R+1） 

主承销商对意向人发送询价函

（R+2） 
询价结束（R+7） 

定价（R+8） 

签署认购协议（R+9） 发行结果上报证监会（R+10） 

缴款截止日（R+16） 

股份登记（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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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2014 年初至未来 6 个月内定增解禁股票认购至今收益前 20 名（元，%）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行业  股份变动日 股份解禁日  现价  认购至今收

益率  

认购对象  

600340.SH 华夏幸福 
房地产 

2011-9-8 2014-9-15 50.42 2845.89% 大股东 

300058.SZ 蓝色光标 
传媒 

2012-4-18 2015-6-25 26.79 975.49% 境内自然人 

600372.SH 中航电子 
军工 

2011-5-26 2014-6-5 29.27 705.70% 大股东,大股东关联方 

000547.SZ 闽福发 A 
传媒 

2011-4-22 2014-6-6 17.65 457.55%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600637.SH 百视通 
传媒 

2011-12-6 2014-12-15 40.74 432.46%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600633.SH 浙报传媒 
军工 

2011-9-1 2014-9-4 19.52 422.10% 机构投资者 

002085.SZ 万丰奥威 
有色金属 

2011-7-8 2014-7-22 34.51 408.74% 大股东,大股东关联方 ,境内自然

人 

600490.SH 鹏欣资源 
商务服务

业 

2012-5-15 2015-5-22 11.14 393.05%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600433.SH 冠豪高新 
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 

2011-11-4 2014-11-24 14.39 382.73%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002183.SZ 怡亚通 
电力 

2013-4-12 2014-4-25 19.65 380.02% 机构投资者 

002049.SZ 同方国芯 
汽车 

2012-4-5 2015-5-11 31.84 360.61% 大股东,大股东关联方 ,境内自然

人 

002224.SZ 三力士 
电子 

2013-1-21 2014-2-10 9.79 347.32% 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002065.SZ 东华软件 
计算机 

2011-2-10 2014-2-26 26.35 330.71% 境内自然人 

000981.SZ 银亿股份 
造纸 

2011-5-24 2014-8-29 12.48 311.50% 大股东 

600401.SH 海润光伏 
房地产业 

2011-10-31 2014-12-22 9.96 298.87% 换股公司股东 

002178.SZ 延华智能 
汽车 

2013-8-2 2014-8-21 14.75 245.42% 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600990.SH 四创电子 
电子 

2013-5-8 2014-5-19 60.69 244.60% 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601766.SH 中国南车 
交运 

2012-3-8 2015-3-16 13.97 240.94% 大股东,机构投资者 

002175.SZ 广陆数测 
电子 

2013-4-11 2014-5-28 27.44 234.55% 机构投资者,境内自然人 

600855.SH 航天长峰 
仪器仪表 

2011-12-29 2014-12-31 29.63 228.93% 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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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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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相关服务。上市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

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仅为上市公司所有。未经上市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

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他人等任何形式侵犯上市公司版权。如征得上市公司同意进行引用、

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华泰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

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上市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力。所有本报告中使用

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上市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上市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23032000。 

◎版权所有 2015 年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体系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行业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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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买入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增持股价超越基准 5%-20%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中性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5%之间 

  减持股价弱于基准 5%-20% 

  卖出股价弱于基准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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