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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501.43 点，下跌 0.46%，

成指最终报收于 1477.81，下跌 0.57%。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

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3.66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1.77 亿元，协议

转让部分 1.89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16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

司共计 3 家。截止 12 日，共有 3170 家挂牌企业。新三板整体估值

为 29.05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42.64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为 16.07X。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521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

让 390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15%。 

 

■8 月 12 日定增情况： 

 颁布定增预案的公司共有 14 家：致生联发、易兰设计、锦棉

种业、绿色空间、热像科技、湘联股份、安正科技、齐鲁华信、

盛世光明、思普润、博涛股份、天淮科技、佳成科技、永恒股

份。 
 

■重要公司公告： 

 伏泰科技、川娇农牧、易维科技、泰通科技、金刚游戏、伊帕

尔汗、多普泰、恒源食品、电信易通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新三板重要新闻： 

 告别数量竞赛 新三板进入做市商 2.0 时代 

 股转系统董事长杨晓嘉:新三板是市场最大创新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也将在日后为您带来后续的分析，请密

切关注。 

 

■风险提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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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8 月 12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501.43 点，下跌 0.46%，成指最终报收于 1477.81，

下跌 0.57%。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3.66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

交 1.77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1.89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16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

计 3 家。截止 12 日，共有 3170 家挂牌企业。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9.05X，做市转让整体

估值 42.64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为 16.07X。（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521 只股票发

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390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15%。 

 

表 1：8 月 12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1 三板成指 1477.81 8.52 -0.57% 

899002 三板做市 1501.43 -6.99 -0.46%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表 2：市场概况 

项目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695 2475 3170 

当日新增家数 1 15 16 

成交股票只数 390 131 521 

成交金额（万元） 17689.42 18864.62 36554.04 

待挂牌总家数 - - 160 

申报中总家数 - - 791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3：8 月 12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 主办券商 

833132.OC 企源科技 为客户提供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等服务。等 中信建投 

833017.OC 力诺特玻 电光源硬料玻璃、耐热玻璃、 药用玻璃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新时代证券 

833258.OC 尚洋科技 从事化妆刷及其他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中山证券 

833309.OC 慧辰资讯 市场调查研究服务、资讯服务等 长城证券 

833032.OC 特耐股份 
高纯合成耐火原料、耐火制品(含定形耐火制品和不定形耐火制 

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招商证券 

833193.OC 盈和科技 自动化生产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银河证券 

833223.OC 杰尔斯 展览展示的设计、实施与服务等 平安证券 

833254.OC 中惠生物 红曲系列、焦糖色素、酸水解植物蛋白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等 齐鲁证券 

833235.OC 瑞泽股份 海参的加工和销售等 华融证券 

833321.OC 科密汽电 
商用汽车 ABS、 电涡流缓速器及 EBS 等汽车 

电子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广发证券 

833295.OC 国佳新材 从事高分子凝胶材料及凝胶芯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 国联证券 

833310.OC 仁新科技 再生资源的回收、储存与综合循环利用等 西南证券 

833300.OC 利树股份 主要从事纸制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等 国金证券 

833322.OC 广通软件 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金元证券 

833305.OC 万仕隆 
向客户提供项目咨询、工程设计、系统集成、技术开发为一体的

“一站式”服务等 
财达证券 

832987.OC 牡丹联友 
烟尘烟气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和专用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运营服务等 
万联证券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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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交易金额前十 

序号 代码 名称 现价 
交易金额

（万股） 

交易金

额（万

元）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2970.OC 东海证券 1.06  6057.40  
3224.0

0  
资本市场 

2 832766.OC 沃格光电 15.79  2998.52  189.90  
电子设备、仪器和

元件 

3 831271.OC 燎原药业 8.26  2588.68  313.40  化工 

4 832950.OC 益盟股份 18.04  1824.08  127.00  软件 

5 831963.OC 明利仓储 4.50  1432.85  315.00  商业服务与用品 

6 832675.OC 福达合金 7.82  828.92  106.00  
金属、非金属与采

矿 

7 833014.OC 中标集团 8.98  786.74  89.20  建筑与工程Ⅲ 

8 831533.OC 绩优股份 14.00  702.05  50.20  电气设备 

9 831850.OC 分豆教育 57.33  671.92  11.70  
互联网软件与服

务Ⅲ 

10 430618.OC 凯立德 10.30  666.16  62.50  软件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5：涨跌幅前十 

序号 代码 名称 现价（元） 涨跌幅（%）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0794.OC 奥派股份 10.60 949.50%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2 831049.OC 赛莱拉 18.88 31.57% 化工 

3 831439.OC 中喜生态 24.00 17.07% 纸与林木产品 

4 831471.OC 北方园林 7.20 16.13% 商业服务与用品 

5 832357.OC 益通股份 4.96 11.46% 燃气Ⅲ 

6 430721.OC 瑞杰塑料 17.22 11.10% 化工 

7 831067.OC 根力多 15.90 9.66% 化工 

8 831912.OC 金三元 8.00 9.59% 建筑与工程Ⅲ 

9 830814.OC 浩博新材 4.15 9.21% 金属、非金属与采矿 

10 830912.OC 科汇电自 7.00 7.69% 电气设备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6：8 月 12 日股权质押 
名称及代码 股东名称 质押权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期限 质押事由 

831731 .OC 

硅海电子  

王耀先、杨景

仁、刘建新、

康杰、陈洪

平、李文辉、 

袁爱明、雷文

颖 

湖北襄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704.21 
2015-7-31/2018-7

-31 
借款担保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 定增 
【致生联发（830819.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22.77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45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246.5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67X，公司

前收盘价为 27.10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投资者。公司所属行业为电子设备和

仪器。2014 年度，营业收入为 12110.56 万元，同比增长 102.67%，归母公司净利润为 1443.34

万元，同比增长 213.48%。 

【易兰设计（832806.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5.71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538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71.98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32X。本次发行

对象为东方证券、银河证券及 16 名自然人投资者。 

【锦棉种业（430468.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3.05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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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8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4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0X，公司前收盘价为

6.54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申万宏源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福证券、九州证券、信达证

券。 

【绿色空间（833064.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0.6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7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2.6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66X。本次发行对象为

西部证券、北京琨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 1 名自然人投资者。 

【热像科技（831598.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8.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3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8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67X。本次发

行对象为招商证券、海通证券及 6 名自然人投资者。 

【湘联股份（831479.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5.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8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31X。本次发

行对象为长沙君融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安正科技（832248.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9.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292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28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9X。本次发

行对象为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星资本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同德普惠投资管理中心、嘉兴仁

萃投资合伙企业、杭州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华物创融投资有限公司及 2 名自然

人投资者。 

【齐鲁华信（830832.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8.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25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53X，公司前收盘价为

7.04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中山市天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招商智远新三板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国泰元鑫-金钥匙新三板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鼎锋兴源新三板 1 号投资基金及 4 名

自然人投资者。 

【盛世光明（430267.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6.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21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6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60X，公司前收盘价为

2.67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 3 名自然人投资者。 

【思普润（832342.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7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 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5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70X。本次发行

对象为青岛嘉灏管理咨询企业。 

【博涛股份（832013.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4.76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126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76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大连博同投资咨询

企业。 

【天淮科技（833231.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8.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3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4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1X。本次发行

对象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佳成科技（830957.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3.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166.67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50X。本

次发行对象为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永恒股份（832932.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5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267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05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 5 名在册股东以及

现任董事王腾江、监事刘开宇。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伏泰科技（832633.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11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50 万元。由公司董、高、监、核心员工及符

合要求的投资者认购。 

【川娇农牧（831915.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45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5.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475 万元。由符合要求的投资者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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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维科技（430261.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40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8.2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280 万元。由太平洋证券、华融证券、武汉

春熙景业投资中心、武汉高投富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武汉锦辉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硅谷天堂恒誉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武

汉天域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李治华及张宜认购。 

【泰通科技（832602.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每股价格为 9 元，由在册股东、

4 家做市商、5 名公司核心员工及其他符合要求的新增投资者认购。 

【金刚游戏（430092.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375 万股，每

股价格为 4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000 万元。由宁波中泽嘉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北京天空鸿鼎投资中心、北京点睛致远投资中心、北京银河瑞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中投中财（苏州）游戏产业投资管理中心、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万思艾瑞斯 2 号新三板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 

【伊帕尔汗（830935.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10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3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00 万元。由兴业证券、山西证券认购。 

【多普泰（831057.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22 万股，每股价

格为 6.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3 万元。由李凌等 5 名新增投资者认购。 

【恒源食品（832783.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50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1.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50 万元。由在册股东及新增投资者认购。 

【电信易通（430171.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97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1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70 万元。由北京然信科技有限公司、文彬、

刘雪涛 3 名在册股东及沈玉勤等 22 名新增投资者认购。 

 

4. 新三板重要新闻 
告别数量竞赛 新三板进入做市商 2.0 时代 

【导语】前段时间跟圈内朋友交流获得了两条信息：第一，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做市商

有意识地放慢了跑马圈地的速度，并且对 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开始从严把关（过去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才严格把关）；第二，部分做市商开始积极应对流动性风险，库存股比较

多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清理库存。 

我们的看法是，经过这轮暴跌，做市商在策略上进行了重大调整，过去“不看价值只看

价格，库存股拿的越多赚的越多”的模式遭遇市场的重大挑战，做市商在做市企业选择

上更趋谨慎，库存股也不再一味求多（天地良心，10 万股真的够了，库存股数量太少没

法做市的说法大家心知肚明就好），做市商开始告别数量竞赛而进入质量竞赛。 

 Ⅰ.做市商 1.0 时代：只谈价格不谈价值 

做市商 1.0 时代做市商只谈价格不谈价值，市场遵循的游戏规则是： 

企业低价出让做市库存股－>做市商利用市场定价功能发现企业“真实价值”－>企业参

照市场价格以一定折扣进行定增完成最终融资。 

1.0 时代企业真正的融资需求是在做市后解决，做市后企业市值飞速增长，做市商享受估

值提升带来的收益。 

由于套利空间巨大，各方人马争相参与做市前的定增，市场套利者多而价值认同者少，

企业股价缺乏支撑，一旦转做市，低价套利盘出逃将给市场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定

增破发事件接二连三发生。 

定增破发导致的结果是主流机构参与做市企业定增越发谨慎，游戏链条由后端逐渐瓦解

并向前端蔓延，游戏规则重新改写。 

认真分析做市商 1.0 时代的游戏规则不难发现，这套规则存在两大致命弊端。 

第一，企业转做市后通过市场定价功能发现的“真实价值”往往缺乏足够的交易量支撑，

因此公允价值并未得到主流机构认可； 

第二，做市商库存股价格与企业实际价格价差过大，企业潜在的价值支撑位被拉低，在

市场行情较差的情况下，做市商有可能成为市场最大的空头。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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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企业低价出让做市库存股的动力会越来越弱，1.0 时代的游戏规则必然会被重写。很

多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企业最初愿意低价出让做市库存股呢？ 

一则当时企业对做市商制度知之甚少，多数企业将此视为市场惯例； 

二则企业转做市交易后确实部分解决了定增价格的公允性问题； 

三则在当时市场环境下企业按照市场价格以一定折扣定增的定增价基本都符合企业预期，

且这一做法被机构认可。 

真正给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在整个游戏链条中反而处在末端，当越来越多的机构

开始往前端走，去参与拟挂牌企业的定增，或者至少是与做市商同批参与定增时，游戏

链条就无法正常运作了。 

 Ⅱ.做市商 2.0 时代：先谈价值再谈价格 

现在妄谈做市商 2.0 时代的模式可能有点为时过早，要形成一套切实可行且被市场认可

的成熟模式还需要一定时间，但我们坚信做市商 2.0 时代的核心必然是围绕企业价值展

开（先谈价值再谈价格）。 

这里，我们也大胆描绘下我们认为的做市商 2.0 时代的市场业态： 

（1）做市商库存股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 

做市商本质上是一位拿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投资者，与广大机构投资者并无太大区别，

1.0 时代的价格优势在 2.0 时代将荡然无存。这里两大 PE 巨鳄九鼎投资和中科招商引进

做市商的方法值得我们思考。 

九鼎投资 2015 年 6 月 9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由协议转让变更

为做市转让，其 5 家做市商初始库存股均来自二级市场； 

中科招商（832168）2015 年 5 月 4 日发布股票发行方案称，公司拟向满足《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

规定的具有做市资格的证券公司进行股 票定向发行,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26 名，发行

价格为 16.2，正好是前一轮定增价打 9 折。 

（2）做市商资本利得收益减小，利润主要来自交易价差，促进成交，做大交易量成为做

市商工作重点。 

1.0 时代做市商利润主要来自一二级市场的巨大价差，相较于交易价差的蝇头小利，这部

分利润风险低收益高，使得做市商重心放在不断追求做市企业数量，而忽略交易量。 

2.0 时代一二级价差缩小，交易价差成为做市商主要利润来源，做市商采取更加积极的做

市交易策略，不断撮合交易赚取价差成为做市商的工作重心。 

（3）做市商担负“分层”职责，成为优质企业“筛选器”。 

2.0 时代做市商成为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提供双向报价），由于价格优势并不明显，做市

商在选择做市企业上更加趋于谨慎，过去良莠不分的局面得以改善，做市商更多的开始

扮演优质企业“筛选器”的角色，肩负起“分层”职责。 

以上是新三版智库对做市商制度的一些思考，我们自知文中还有很多不完善和思考不周

之处，撰写此文也是希望抛砖引玉，与有识之士共同探讨做市商 2.0 时代的模式。 

 

股转系统董事长杨晓嘉:新三板是市场最大创新 

【导语】可以说，新三板支持创业创新已经具备两个明显优势：一是规模效应已经显现，

二是制度优势开始显现。所以说，为企业创造实现梦想的可能条件，新三板是资本市场

创新的产物。 

资本市场是培育和滋养创新的最好温床，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创新。没有创新

就没有今天的新三板。 

新三板是资本市场创新的产物 

为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国务院和证监会启动了新三板建设，且力度很大。其中

对新三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是国务院 2013 年 12 月底发布的 49 号文《关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即“国六条”。“国六条”不仅明确了全国股转系

统的法律地位和“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的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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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使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现实和可能，使中小企业融资难、社会资本投资

难的“两难问题”得以破题。 

此文件发出 20 多天之后，新三板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进一步扩大试点到全国。可以说“国

六条”对今天新三板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新三板作为全国性的证券

交易场所服务中小微企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时隔一年，新三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证监会 2014 年 12 月 26 日发布“关于证券经

营机构参与全国股转系统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即证监会 118 号文，其对 2015 年

以来新三板的发展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改革精神的文件，它将形

成对新三板支持政策上的六个突破： 

一是允许券商以股权、期权支付方式创新收费模式，促使券商开始着眼于全产业链构建。 

二是允许公募基金投资新三板挂牌股票 ；券商做市业务可以采取借券等方式，对冲做市

业务风险。 

三是允许和鼓励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到新三板挂牌融资。 

四是允许做市库存股持仓比例可以超过 5%，进一步明确了券商自营、做市风险控制指标。 

五是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的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股

权投资机构开展推荐或做市等业务，进一步扩大市场参与主体范围。 

六是允许证券公司开展挂牌企业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试点，进一步增强券商服务中小企

业能力。 

总之，“国六条”与证监会 118 号文这两个重要文件有一个共同特点，产生了一个共同作

用，就是加快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创新，也使新三板实现了“弯道超车”和步入

“快车道”。 

新三板的三个拐点 

2015 年以来新三板出现了三个明显拐点。 

第一，投资和融资同步出现增长拐点。2015 年截至 5 月 22 日，融资总量已达 211.54 亿

元，比 2014 年全年的 132 亿元净增将近 100 亿元。融资量最大的达到 50.32 亿元，融资

次数最多的有 4 次。融资用途从补充流动资本到涉及股权激励、项目融资、做市等方面。

同时融资的外部性增强，加快了挂牌公司股权的分散度，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司越

来越多。 

市场覆盖的业态不断加宽加厚。 

新三板代表的新业态已经充分反映了中国信息经济时代的特征。如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

市值已分别占到市场总市值的 26%和 11%，这个特征与早已迈入信息经济时代的美国资

本市场的市值占比结构非常类似。 

第二个拐点是市场交易由冷变热，这个过程比预想的来得快来得猛。交易上的一个重要

变化是，有交易行为的公司已占三分之二以上，现在每天交易量基本稳定在 10 亿元以上。 

交易上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做市商制度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比重还不是很大，但与协议转

让方式相比，做市交易基本上形成了连续的价格曲线，做市板块备受投资者关注。做市

商的核心功能，并不是撮合交易，而是估值定价。这个作用开始显现。做市企业的融资

行为和融资比重均高于协议转让，做市企业的股价已成为发行增资、并购重组和股权质

押的重要依据。 

第三个拐点是，市场参与主体和合格投资者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股转系统的预研预判。 

如果说上述三个拐点更多的是反映市场量的变化，那么市场主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在

内，其观念和理念的变化使市场开始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一种看法是：新三板的快速发展使券商真正有了客户概念，以前都是围绕通道做业务，

只认标准条件不认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券商业务模式都在改变，通过挂牌推荐

和做市业务将投行、经纪业务、资管业务等业务链条全部打通并形成了协同效应。券商

的盈利模式也不仅仅在推荐业务上，而是在挂牌后的持续发展业务中获取收益。这是非

常大的改变。 

还有一种看法是：新三板为普惠金融找到了一种实现方式。这种小额快速按需的融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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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领域恢复金融的本质和草根性。 

可以说，新三板支持创业创新已经具备两个明显优势： 

一是规模效应已经显现。 

二是制度优势开始显现。根据 2014 年年报披露，2320 家挂牌公司盈利，占比为 86%，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10.86%，平均净利润增长 24%。尤其是挂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同比增长了 134.18%，反映出挂牌公司较强的现金获取能力和经营质量。特别是以现代

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公司数量占比为 30%，平均净利润增长 61%。 

挂牌公司已形成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成长性，二是草根性。中小微企业占 95%以上，民

营企业占 95%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占了 80%。它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成为新三

板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所以说，新三板是资本市场创新的产物。 

为企业创造实现梦想的可能条件 

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难在两点：一是信息不对称，即投融资需求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公开

信息了解平台。二是价格谈不拢，股权融资的难点在于定价，原因是公司股份价值理论

上等于公司未来盈利的贴现值，但未来又是很难预期的，致使企业与投资方对价很难谈

拢。目前普遍的解决办法是签对赌协议，这就意味着融资方将承担丧失控制权的风险，

从而失去股权融资的本质特征。而新三板恰恰具备了信息披露和定价这两个基本功能。

通过源源不断的挂牌企业信息披露，让投资者了解了中小微企业信息和需求，又通过公

开转让和交易，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的估值和定价。 

为此，全国股转系统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探索制度设计，学习了解全世界的先进经验，

总结分析交易所市场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听取市场各方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新三板

的历史沿革，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开始到中关村试点，到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等高

新技术园区，最后一步扩大到全国的过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最后形成了现在的 66

个制度、规则和指引。包括挂牌准入上不设财务标准，允许“小额、快速、按需”的融

资安排，对 200 人以下融资实施豁免核准，不对定向发行的时间、价格、方式进行限制，

不对股权激励机制和股份锁定期做出时间规定，发行人可自主选择交易方式，交易方式

之间可自由转换等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最有效地实现投融资

对接。 

上海国际医药园区的一家挂牌公司是生物医药公司，该公司有主打产品，但尚未取得新

药许可证，未上市销售，也没有销售收入。该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的 7 个月时间内进行

了四次定向发行，融资 3.99 亿元，开创了一家“种子企业”产品还没投放市场、没有销

售收入但在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成功融资的先河。这家公司在挂牌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外

部投资者，公司股东仅有 28 人，挂牌后通过 4 次融资以及做市交易股东人数超过了 300

人。 

在学习了解纳斯达克的成功因素中，除了美国浓厚的创业文化和创新氛围以外，发现有

一条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拘泥场内场外，专注为发行人和

投资人提供效率高、成本低、安全透明的资本市场平台。纳斯达克对创新的包容度是非

常大的，很多生物科技股仅仅还处在临床二期、三期阶段，离新药报批、销售还有一段

距离，就上市了。据了解，2015 年 1 月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中处在临床二期的

有 65 家，市值最高的达到 17 亿美元；处在临床三期的有 54 家，市值最高的达到 71 亿

美元。很多有代表性的生物医药公司暂时都没有营业收入。 

纳斯达克的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让更多的企业来发行，让更多的资源支持实体、

支持创新创业。 

新三板于 2014 年 8 月已实现电子化受理，2014 年共受理申请 1792 家，2015 年截至 4 月

30 日已受理 967 家，4 月份单月受理就达 618 家。一旦这些企业 2015 年全部挂完牌，市

场格局会发生很大改变，倒金字塔完全可能变成正金字塔。如果再加上区域市场挂牌公

司，成千上万个中小微企业必将形成一个宽广坚实的金字塔底座。 

创新仍然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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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股转系统正在做的是加快制度创新，与市场创新同步。 

新三板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红利，也源自于制度创新。制度是牛鼻子，俗话说

得好，有好的制度就有好的投资人，就有好的公司、好的中介。 

未来真正的竞争绝对不是企业资源的竞争，而是制度创新的竞争，是差异化和多元化的

比拼。 

2015 年随着新三板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问题暴露出来是好事，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更清醒地认识和了解市场。应该说全国股转系统还处在初创阶段，我

们将会不断跟踪、分析、研判市场走势，加快制度创新。 

笔者认为新三板目前的创新空间才仅仅是撕开了一个口子，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创

新的空间将会更大。 

下一步全国股转系统的工作目标是将新三板进一步推广覆盖，将加快在更大的范围、更

深的领域拓展。2015 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动向：一是各级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

二是中介机构加大了各方面的投入；三是市场主体积极主动衔接；四是与主板和区域市

场间的相互联系、联动开始发力。 

全国股转系统 2015 年制度创新的重头戏应该还是分层，分层的目的是实现差异化管理。

这是继做市商制度推出后又一个重要制度，必将对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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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买入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增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中性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卖出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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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

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
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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