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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Market ECONOMIC HERALD 经济导报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春节前夕，山东新三板企业

老来寿(430492)发布回购股份方案

称，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

信心及公司价值的认可，拟以自

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老来寿此次拟

采用的回购方式为竞价方式回

购。经济导报记者获悉，这也

是继去年12月28日新三板股份回

购办法出台后，首个竞价回购的

案例。

事实上，在上述回购办法出

炉 后 至 今 ， 共 有 海 能 仪 器

(430476)、基康仪器(830879)、老来

寿3家企业发布回购方案，纷纷采

用新的方式回购自家股份。海能

仪器也是一家新三板上市鲁企。

“股份回购能使被严重低估

的公司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利于优化资本结构，稳定大股东

的控股能力。”华北地区一家券

商的场外市场部负责人郝庆对经

济导报记者表示，“当前新三板

市场环境低迷，完善回购制度可

成为产业资本增持的一个渠道补

充，也可对公司价值起到一定的

纠偏作用，并满足企业股权激励

等方面的诉求。”

回购方案助推股价

由于此前的限制，挂牌公司

采用要约回购、二级市场回购方

式回购股份或回购股份用于股权

激励的业务并未充分展现。为

此，股转系统在去年12月28日发布

了《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

法》，规定了以竞价或做市转让

方式回购股份、以要约方式回购

股份、在符合《回购办法》规定

的情形下向特定对象回购股份这

三种回购方式。

很快，在上月中旬，便出现

了新规以来首家发布回购方案的

新三板企业海能仪器，这也是回

购新规出台后首家用做市方式进

行回购的企业。该公司回购方案

为：将以总额最低为1000万元、最

高为2000万元的资金，以做市转让

的方式按最高回购价格4元/股进

行回购，预计可回购不少于250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

低于3 . 34%，并将自回购生效通过

日起12个月内完成。在公告前海

能仪器的成交价为1 . 95元/股，回

购价较这一价格高出不少。结果

也不出市场所料——— 公告后一天

海能仪器开盘即大涨，股价涨幅

一度超过30%，最终盘末股价涨幅

稳定在18%左右。同时，海能仪器

的成交量也随之放量，全天成交

额达到250万元左右，高出前期日

均成交额数倍。

同样采用做市方式进行回购

的基康仪器在1月22日发布回购方

案，其拟以做市方式回购不超过

690万股，回购价格不高于3元/

股，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2070

万元。1月23日，基康仪器股价也

随即大涨11 . 63%。如此的涨幅，

创下了公司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单

日股价涨幅。

“股价和经营业绩长期偏

移，是不少新三板公司心中难言

的痛。”郝庆说道。拿济南企业

海能仪器来说，该公司去年上半

年营收达 7 4 2 5万元，同比增长

36 . 92%；净利润243万元，同比增

长近 3 0 0%。虽然盈利能力在上

升，但是其股价却一路走低，与

公司经营相偏离，这应该是其推

出回购方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值

得一提的是，2016年12月21日，海

能仪器在山东证监局完成了上市

辅导备案登记，目前正接受海通

证券的上市辅导。

老来寿回购资金存缺口

目前，海能仪器为基础层做

市股，每天均有成交；基康仪器

为创新层做市股，成交也很活

跃；作为创新层集合竞价股的老

来寿，每天的成交量则相对稀

少。在股东数量上，老来寿也有

明显差距。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6月30

日，海能仪器共有股东310名；截

至去年9月30日，基康仪器共有股

东472名，而同一时期老来寿股东

仅有114名。

但与海能仪器、基康仪器相

比，老来寿的回购金额更高，回

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也明

显更高。根据老来寿披露的回购

方案，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

于3 . 8元/股，具体回购价格将由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

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价

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

定。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1200万

股、不超过2400万股，资金总额不

超过9120万元，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由于老来寿是

创新层集合竞价股，目前每天仅

有5次撮合成交机会，成交量较

少，回购对股价的影响效果亟待

后续观察。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老来

寿总股本仅为6163万股，此次拟回

购股份的数量不少于1200万股、不

超过2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不低于19 . 47%、不高于38 . 94%。

即便按照低比例来看，无论在新

三板还是A股，这都是相当高的回

购比例。

据悉，老来寿主要从事保健

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4年

1月在新三板挂牌。截至2018年

末，老来寿未经审计的货币资金

余额为7146 . 54万元。这意味着，

如果按照上限9120万元来回购，在

占用老来寿全部货币资金的情况

下，还有缺口。但老来寿称，公

司尚有6100万元的资金被股东占用

尚未收回，在股份回购实施期间

能够收回资金占用款；公司转让

三亚雷声船舶维修实业有限公司

80%股权尾款1040万元，能够在

2 0 1 9年5月份到期收回；另外，

2019年，老来寿银行贷款授信额度

预计有1000万-1500万元。这三部

分款项，将为公司此次回购提供

充足的资金来源保障。

仍是一把“双刃剑”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新三

板企业从二级市场回购股份，以

提升股权价值或用于员工激励计

划的需求，亦或因业绩对赌到期

回购的需求，都十分迫切。从A股

市场来看，回购潮便多发生在市

场低迷时期。回购的目的主要包

括盈利补偿、市值管理、实施股

权激励、股权激励注销、重组以

及其他。

联讯证券新三板研究组组长

彭海认为，“参考A股和海外二级

市场的经验，回购对市场整体短

期影响有限，如果后续新三板政

策能持续跟进，未来市场行情可

期。”不过，彭海强调，通过二

级市场进行股份回购，对公司来

说是一把“双刃剑”。此举虽然

能够对公司的经营以及中小股东

权益带来正面作用，但同时也存

在一定的风险。

在彭海看来，回购举措有利

于直接提高相关公司的EPS(每股

收益)，有利于稳定大股东的控股

能力。此外，回购也是防止恶意

收购的有效方式。但利好的背

后，风险犹存。因为回购需要占

用大量资金，可能会对企业现金

流造成影响。此外，提高EPS会造

成公司经营状况优异的假象。

另有市场人士对经济导报记

者分析，新三板公司回购股份较A

股公司条件更宽松、资金来源更

广泛。对一些基金而言增加了可

能的退出路径，但实际操作上或

存在困难。除了股东户数较少的

挂牌公司，一般公司在二级市场

实施回购很难做到“精确定向”

回购。

回购新规推出月余 三家企业小试牛刀

新三板两鲁企“尝鲜”回购新招

春节7天济南26家商贸企业卖了16 . 9亿元货

绿色消费走俏节日市场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10日，

从济南市商务局获悉，春节期

间，济南重点监测的26家商贸企

业春节7天时间里实现销售额16 . 9

亿元，同比增长11 . 3%。

据了解，春节期间济南各类

商品均呈现旺销态势。有机食

品、绿色蔬菜、进口海鲜产品、

精品水果等食品类销售同比增长

2 4 . 6 % ，服装类销售同比增长

17 . 2%；各类猪年生肖题材金银珠

宝饰品和高档化妆品迎来销售高

峰，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1 . 2%

和19 . 4%；鞭炮禁放令催生了年节

饰品和儿童用品市场，销售增长

两成以上；智能高清电视、烘干

一体洗衣机、净水器、洗碗机等

智能家电深受青睐，家电类商品

销售同比增长16 . 8%；新型智能手

机等信息类产品持续热销，通讯

器材类销售同比增长15 . 1%。节日

期间监测的17家商贸企业实现销

售额16 . 8亿元，同比增长11 . 3%。

餐饮消费异常红火，绿色消

费渐成时尚。针对家庭团聚、亲

朋聚会等市场需求，餐饮企业推

出了各具特色、价位不同的年夜

饭、家庭亲朋聚会宴等；部分餐

饮企业还增加了社区厨房、年夜

饭半成品外卖等服务项目，同时

通过手机APP客户端等智能化线

上点餐、预订桌位、在线支付等

途径，餐饮服务定位更加精准，

服务内容和方式进一步升级；餐

饮企业合理调配不同规模的餐台

数量和比例，提供大、中、小份

量的餐品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打包

餐盒，绿色餐饮、绿色消费深入

人心、成为新时尚。节日期间监

测的9家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00

余万元，同比增长10 . 5%。

据了解，节日期间，济南市

重点商贸流通企业春节市场投放

各类商品总值197 . 6亿元，同比增

长12 . 0%。

当前新三板市

场环境低迷，完善回

购制度可成为产业

资本增持的一个渠

道补充，也可对公司

价值起到一定的纠

偏作用，并满足企业

股权激励等方面的

诉求，但也存在一定

风险

市场风标
Shi chang feng 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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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山东政府采购合同

签订额超2900亿元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从山东省财政

厅获悉，2018年山东各级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签订政府采购

合同2945 . 55亿元，较上年增加

108 . 41亿元，增长3 . 82%。同预

算相比，共节约资金200 . 5亿

元，节约率6 . 81%。

同上年相比，货物项目采

购金额减少164 . 32亿元，主要

由于全省按照“政府要过紧日

子”的精神，严控一般性支出。

工程项目采购金额增加136 . 51

亿元，主要是棚户区改造等改

善民生项目有所增加。服务项

目采购金额增加136 . 22亿元，

主要是各级各部门切实贯彻落

实《山东省事业单位政府购买

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政

府对于服务类采购显著增长。

全省“食安护佳节”行动

持续推进

导报讯(记者 杨学萍)春

节期间，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派

出多个检查组赴全省各市开展

检查，“食安护佳节”行动持续进

行中，并将推进至元宵节过后。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已检查

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者103家。

各市、县监管部门共检查食品

生产企业1886家、小作坊3169

家、集中交易市场和大中型商

超3606家、农村食品店31626

家、学校食堂8148家、餐饮服

务单位10838家。

今年第二批住建领域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例曝光

导报讯(记者 刘勇)近日，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通报

了2019年第二批共3起住建领

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济南市融汇城

玫瑰园公馆二期B2地块项目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建设单位

为山东融汇文创置业有限公

司，总承包企业为重庆市佳诺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市鲁

商中心一期1A区工程项目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建设单位为

鲁商置业青岛有限公司，总承

包企业为青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分包企业为青岛建设装饰

集团有限公司；枣庄市兴仁山

庄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建

设单位为山东远航置业有限公

司，总承包企业为徐州运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