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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E
Dong xiang dian ji

动向点击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今年以来，新三板公司掀起

了汹涌的摘牌潮。截至9月底，已

有1600余家公司撤离新三板，超过

了去年全年的摘牌家数，7月份有

时一天就有 6 0家公司摘牌。不

过，9月以来新三板公司摘牌的节

奏明显变缓。

经济导报记者8日统计发现，

从前3个季度的情况来看，相关公

司摘牌缘由主要有主动申请、转

板IPO以及由于并购、信息披露违

规等其他类型，其中，主动申请

摘牌占绝大多数。值得注意的

是，仍有部分企业在摘牌大潮中

逆流而行——— 先是提交终止挂牌

申请，后“反悔”拟撤回摘牌申

请 。 这 其 中 ， 包 括 天 力 锂 能

(833757)、鲁华泓锦(833831)以及汇

东管道(836903)等10多家新三板公

司，这些公司上演了一出“欲走

还留”的戏码。

首发上市事宜

在持续推进

鲁华泓锦是一家以精细化工

产品加工、销售为主业的化工企

业，于2015年12月挂牌新三板，公

司位于淄博。

据悉，鲁华泓锦于今年1月9

日向全国股转系统报送了终止挂

牌申请的资料。“根据公司战略

发展需要及在资本市场上的规

划，经审慎研究决定，拟申请公

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

牌。”鲁华泓锦彼时表示，公司

拟从新三板摘牌，是出于资本战

略考量。

谁知，今年4月3日，公司由向

股转系统提交了《关于撤回公司

股票终止挂牌的申请》。4 月 2 4

日 ，公 司 收 到 股 转 系 统 下 发 的

《终止审查通知书》(股转系统函

[2019]1391号)，股转系统决定终止对

公司主动终止挂牌申请的审查。

对于为何“反悔”终止挂

牌，鲁华泓锦称，“因公司经营

发展及长期资本战略规划需要，

为更好地实现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最大化，经公司慎重考虑，

拟撤回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

终止挂牌的申请。”

事实上，该公司从2010年10月

就开始接受券商的上市辅导，经

过8年奋战，终于在去年9月底向

证监会提交了招股书。但是从公

司招股书披露的经营情况看，鲁

华泓锦的上市路难言乐观。对

此，公司方面也坦言，“目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事宜仍在持续推进中，存在不

确定性。”

9月27日，鲁华泓锦发布了

2019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公司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 2 . 5 9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 . 72%；实现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2 . 91万元，实现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3576 . 43万

元(同比下降28 . 87%)。利润下滑主

要是受市场影响，公司叔丁胺单

元利润大幅下降，以及淄博橡胶

装置计提减值。

部分公司遭遇

异议股东的阻力

“目前，确实有一些公司纷

纷‘调头’要留在新三板，有的

是为了在维持新三板公司身份的

同时，推进转板上市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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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维持挂牌状态将有利于公

司融资并购、品牌强化，也利于

公司更好借助各类新政策，获得

资本市场红利。

在今年8月宣布终止摘牌时，

天力锂能也表示，结合自身经营发

展及资本市场上的长期战略发展

规划，公司计划在保持公众公司身

份的同时，积极准备下一步的资本

运作计划。

郝庆坦言，此前，多家公司

在IPO成功后，再实施终止挂牌新三

板。“部分公司在加入IPO排队前，顺

利从新三板实施定增融资，为IPO上

市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

当然，还有多家公司选择

“留下来”，是因为遇到了异议

股东的阻力。

比如，闽瑞股份(834720)便在9

月17日公告称，原计划申请股转

系统终止挂牌，但因公司及相关

主体与异议股东未能就异议股东

保护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被股转系

统驳回，因此拟撤回终止挂牌申

请；日前宣布终止摘牌的纳仕达

(835842)也坦言，“由于公司申请

终止挂牌事项异议股东较多，就

摘牌事项公司与部分异议股东尚

未达成一致意见。”

“每家的情况不尽相同，有

一些可能是想寻求更好的去处，

比如到A股上市或港股上市。但是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新

的打算不是很现实，或者说过程

中有一些不顺利的话，可能就会

撤回摘牌申请，还是先在新三板

上待着，再择机而动。”银泰证

券股转系统业务部总经理张可亮

说道。

前3季度10余家新三板公司提交终止挂牌申请后又撤回

鲁华泓锦等上演“欲走还留”戏码

导报讯(记者 刘勇)8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

告称，为加强旅游景区质量管理，提升旅游景区品质，净

化旅游消费环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与《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

理办法》，根据4A级旅游景区年度复核结果，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决定，对复核检查严重不达标或存在严重问题的

21家4A级旅游景区进行处理。

其中，给予淄博市沂源牛郎织女景区、泰安市岳海新

天街文化旅游区、威海市中韩边贸城、滨州市秦皇河公园

等4家景区取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处理；给予烟台市塔山风

景区、日照市浮来山风景区等2家景区降低等级处理。

给予济南市水帘峡风景区、青岛市银海国际游艇俱乐

部旅游区、枣庄市月亮湾旅游区、枣庄市汉诺庄园旅游区、

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动物园、烟台市招虎山国家森林公园、

潍坊市大源生态游乐园、济宁市尼山孔庙及书院景区、泰

安市天乐城旅游休闲区、临沂市雪山彩虹谷旅游区、临沂

市皇山东夷文化休闲旅游区、临沂市东方瑞海国际温泉度

假村、德州市太阳谷景区、聊城市天沐·江北水城温泉度假

村、滨州市鹤伴山森林旅游区等15家景区警告责令整改处

理，限期3个月。

取消、降级、整改

山东通报21家4A级
旅游景区处理意见

山东公示2019年首批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导报讯(记者 刘勇)8日，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

了今年首批9家省级装配式建

筑产业基地名单，分别是山东

莱钢鲁碧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章丘市第二建筑安装(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方大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营盈欣

建材有限公司、山东正仁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惠晟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卓越精工集团

有限公司、泰安市建筑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三一城建住工

(禹城)有限公司。

文旅部要出台新规

“大数据杀熟”将被罚

导报讯 为保障旅游者合

法权益，规范在线旅游市场秩

序，促进在线旅游产业可持续

发展，文旅部于10月8日发布

关于《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

“《暂行规定》”)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

《暂行规定》中不仅明确

了适用范围、相关主体，也明

确了平台相关责任和增加了旅

游者自损规定。其中，违反

“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规

定情节严重的，将可能处最高

五十万元的罚款；在线旅游经

营者不得为以不合理的低价组

织的旅游活动提供交易机会。

(邓云)

制造业升级

催生万亿商机

导报讯 目前，我国已拥

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

中类、666个工业小类，行业

比较齐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

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形成。在

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我国制造

业由数字化迈向网络化发展，

新的增长空间正在形成。

按照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

马忠玉此前的说法，2020年，

中国智能制造产值有望超过3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

率约20%。前瞻产业研究院分

析，到2024年，我国智能制造业

产值规模将超过4 . 5万亿元。

(金叶子)

促民企发展新政

将再迎升级

导报讯 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新政将再迎升级。有关部委

正加紧筹划酝酿相关政策细

则，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推

动民企改革创新、转型升级。

下一步将全面清理不利于

民企发展和不利于竞争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文件，进一步放宽

市场准入，支持民企进入电信

等更多垄断领域。更大力度降

成本、促融资，发挥国家融资

担保基金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引导作用，带动民企走专精特

新发展道路。地方版方案也即将

迎来大规模落地。 （班娟娟）

富贵鸟破产资产

首次拍卖流拍

导报讯 10月9日，富贵

鸟的应收预付类债权、长期

股 权 投 资 等 破 产 财 产 的 第

一次拍卖流拍。此次竞拍时

间为 1 0 月 8 日上午 1 0 ：0 0 至

1 0月 9日上午 1 0：0 0，起拍价

2 . 84亿元。

富贵鸟称将进行第二次拍

卖，价格会“打八折”，极大

可能于10月10日再次上架。

(张泽炎)

序
号

景区名称 处理意见

1 淄博市沂源牛郎织女景区
取消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
（4家）

2 泰安市岳海新天街文化旅游区

3 威海市中韩边贸城

4 滨州市秦皇河公园

5 烟台市塔山风景区 降低等级
（2家）6 日照市浮来山风景区

7 济南市水帘峡风景区

责令限期整
改（15家）

8 青岛市银海国际游艇俱乐部旅游区

9 枣庄市月亮湾旅游区

10 枣庄市汉诺庄园旅游区

11 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动物园

12 烟台市招虎山国家森林公园

13 潍坊市大源生态游乐园

14 济宁市尼山孔庙及书院景区

15 泰安市天乐城旅游休闲区

16 临沂市雪山彩虹谷旅游区

17 临沂市皇山东夷文化休闲旅游区

18 临沂市东方瑞海国际温泉度假村

19 德州市太阳谷景区

20 聊城市天沐·江北水城温泉度假村

21 滨州市鹤伴山森林旅游区

导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孔进 赵云亮 )

为规范政府债券资金使

用管理，提高债券资金使

用效益，近日山东省财政

厅制定六项新措施，从严

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

制定政府债券使用负

面清单。严格执行债券资

金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的

政策规定，严禁将债券资

金用于企业补贴或奖励、

企业对外借款、项目运营

补贴等经常性支出，严禁

用于“亮化”工程、景观

提升、主题公园等形象工

程支出，严禁用于购买理

财产品，严禁用于债券利

息支出等。

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专项债券发行

后，财政部门要在3 0日

内将资金拨付到项目实

施单位，并指导相关部

门督促项目单位加快债

券资金使用，确保2019年

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在10月

底前全部支出完毕，尽快

形成实物工作量。已发行

债券项目难以在年内开工

建设的，及时调整债券资

金使用用途。

其他4项措施为：严格

债券项目预算管理、全面

排查整改违法违规使用债

券资金问题、主动做好信

息公开工作、强化监督考

核与激励约束。

山东出台六项新举措严管债券资金

政府债券使用
将有负面清单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孔进 赵云亮)

近年来，山东省财政积

极推动粮食流通流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

施“优质粮食工程”为

抓手，2017年以来累计

安排3 . 78亿元，着力打

造滨州、平度、莒南等

13个“中国好粮油”示

范市县，助推粮食行业

新旧动能转换。通过优

化全省粮食产业区域布

局，支持粮食主产区依

托县域培育粮食产业集

群，引导示范企业发展

优质粮源订单生产，引

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

推动粮食产销有机衔

接，促进粮食产业经济

实现提质增效。

目前，山东拥有全

国粮食产业经济地级市

50强10个，百强县18个。

滨州、潍坊、青岛、临沂、

烟台等五个市粮食产业

工业产值超过300亿元，

其中滨州市产值达到

1010亿元，成为全国唯一

的千亿元地级市。莱阳

“中国花生油之乡”、莒南

“中国花生之乡”、邹平

“中国玉米油之乡”、夏

津“中国面粉大县”等

一批各具特色的粮食产

业强县正在崛起，全省

粮食产业经济走向高质

量发展之路。

累计投入3 . 78亿元

全省着力打造
“中国好粮油”示范市县

导报讯 随着限迁政策的逐步

打开，二手车跨区域交易已成主

流，异地成交比例扩大。

取消限迁政策，打破了二手车

跨区域流通壁垒，盘活了整个汽车

市场。

今年1-8月份，二手车转籍总量

为273 . 03万辆，转籍比例为29 . 44%，

同比增长了4 . 52%，明显高于历史同

期，跨区域流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

长。尤其是二手车行业素有“金九银

十”的传统，进入9月之后，二手车行

业迎来一年中的交易旺季。

根据天天拍车二手车大数据研

究院发布《2019年9月个人卖车大数

据报告》数据显示，大众朗逸、五

菱宏光、福特福克斯以及本田雅阁

分别拿下了9月二手车交易里德系

车、国产车、美系车、日系车的销

量冠军。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全国各地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车型偏好不

同、文化背景不同，二手车跨区域

溢价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区域特点。

9月，来自山东的买家以48 . 5万

元的价格，拿下了上海的一辆2014

年保时捷Panamera。这位车商的

出价比上海本地车商的出价高出

了18 . 5万元。

天天拍车跨区域交易溢价数据

显示，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

海省份青睐德系车和美系车，相应

的，德系、美系在这些区域溢价更

高；安徽、河南等中部省份则对于

国产车情有独钟；而日系车的溢价

优势区域在两广及福建地区。在9月

跨 区 域 成 交 溢 价 榜 ， 保 时 捷

Panamera、大众途锐、丰田FJ酷路

泽榜上有名。

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不

同品牌的车型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一

定的区域差价，随着本地交易利润趋

于见底，区域差价成为二手车商提升

交易利润的重要一环。 (陈妮希)

限迁政策取消，全国买家竞价模式受热捧

二手车跨区域交易呈现高溢价

目前，确实

有一些公司纷

纷“调头”要留

在新三板，有的

是为了在维持

新三板公司身

份的同时，推进

转板上市事宜

21家4A级旅游景区处理意见一览表

制表：刘勇

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青睐德系车和

美系车，相应的，德系、美系在这些区域溢价更高；安

徽、河南等中部省份则对国产车情有独钟；而日系车

的溢价优势区域在两广及福建地区

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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