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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精选 挂牌.做市.融资 

九州精选策略： 

1. 行业前景：聚焦在细分领域有较高增长前景的行业，如医疗、

信息技术、军工、精密制造等。 

2. 公司成长：在所处行业增长可期的前提下，从扩张潜力、市场

占有率，核心领先技术等方向精选优质公司。 

3. 市场地位：以品牌知名度、市场地位为另一坐标，挖掘行业中

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 

4. 列举展示所符合的创新层标准：标准一：净利润+净资产收益

率+股东人数；标准二：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营业收入+股本；

标准三：市值+股东权益+做市商家数。 

 

 

做市首日：2016.03.08 

主营业务：公司目前提供智能制造设备、智能制造系统以及相关技术

服务。公司产品包括精密测量仪器、测量自动化系统、检测自动化系

统和组装自动化系统等四大系列，其中的影像测量仪是公司自主研发

的高端产品，多年来销量稳居行业前列。 2014 年和 2013 年，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17,566.52 万元、7,751.30 万元，占比分别为 99.18%

和 99.50%。 

行业成长性： 

 工信部在2012年发布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中提出2015年智能装备产业销售收入将超过10,000亿元，年均增

长率超过25%，工业增加值率达到35%；到2020年，产业销售收入

超过30,000亿元。智能制造业正在向4.0时代迈进。 

 本公司的下游行业广泛，涵盖了我国精密制造业的多数领域，包

括航空、航天、军工、汽车、风能、光伏、精密电子、精密机械、

模具、PCB、LCD、精密五金、塑胶、医疗器械、计量及科研院所

等行业。下游精密制造业对本行业的发展有较大的牵引和驱动作

用，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本行业的市场空间。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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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长性： 

 公司在未来3～5年，将完善智能制造装备领域三个层级完整产业

链的布局，扩大产品价值链，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公司的整体

竞争力。 

 采用IPD集成产品开发模式，通过组织重组与流程优化，实现了

公司业务线，与职能线的分离，并构建了IPMT决策组织，在产品

开发过程中及时进行决策，以实时确保产品开发围绕盈利目标 

市场地位：公司的影像测量仪、测量自动化系统已经在行业里树立了

领导者地位。公司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德赛、欣旺达、蓝思、富士康、

三星、LG、博世、法雷奥等制造业客户，也包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客户。 

 
做市首日：2016.03.10 

主营业务：公司目前能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用户提供智慧城市、

智慧建筑、智慧能源领域从前期咨询、顶层设计、方案设计、项目实

施直至项目运维及升级改造等的整体解决方案。2013年和2012年，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8,573.55万元、10,507.67万元，占比分别为98.41%

和92.38%。 

行业成长性： 

 根据中国建筑智能化协会年会纪要，2012 年我国智能建筑建设

占新增建筑约30%，而同期新建智能化住宅占比中，美国为70%，

日本为60%。国内建筑智能化水平和占比与国际先进水平尚存在

较大差距。 

 城镇化快速发展使新建建筑规模仍将持续大幅增加，我国能源需

求和能源供给的矛盾产生了“绿色城市”、“绿色建筑”、节能

环保的社会导向，进一步带动了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的需求急剧

增长。 

公司成长性： 

 公司还积极参与行业和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通过标准制定，把

握并适应行业技术门槛，与主管单位和潜在客户进行前期技术营

销。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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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1 年公司成立以来，公司主要高级管理人员长期在智能化

系统领域内。从事一线科研、设计和管理工作，具有丰富和扎实

的专业知识，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公司承建了一批国家

级、省市级重大建筑智能化项目，承建的"安徽出版编辑大厦工

程"、"安徽省电网生产调度楼工程"双双获得国家颁发的建筑领

域最高奖项"鲁班奖"，数十个项目分获"国家级勘察设计奖项"、

"省部级勘察设计奖"、"全国智能建筑精品工程"、"黄山杯"、"

琥珀杯"等重要奖项。 

市场地位：公司为安徽省内唯一家连续4 年（2010 年-2013 年）获

得“全国智能建筑行业完成工程额前五十名企业”（“智能建筑行业

六十强”）荣誉；2010、2011 年连续两年获得“全国智能建筑行业

具有成长力十佳企业”；2012 年、2013 年连续两年获评“全国智能

建筑行业十佳企业”。公司通过不断的努力，在安徽省乃至全国形成

了良好的品牌。被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协会评为“2013 中国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最有影响力的行业品牌”。 

 

         挂牌日期：2016.03.11 

主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以市政自来水供应、管网建设为主。2015

年1-7月、2014年、2013年供水业务收入分别为33,318.97万元、

57,272.56万元、55,713.80万元；2015年1-7月、2014年、2013年供

水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均超过90%。 

行业成长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 年末我国城市用水普及率为

97.6%。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和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

预计我国城市水务行业总体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这将推动我国

水务行业的持续发展。 

 随着供水管网的不断建设，我国服务覆盖范围得以大幅提升 ,但

管网老化引起的漏损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旧管道的升级改造

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公司成长性：公司业务发展主要立足于佛山市顺德区，是五个行政辖

之一。位于珠三角腹地，北邻广州，南近港澳，是佛山市与联系的重

要核心区域之一。顺德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加快的步伐，将有利于公司

在区域水务市场不断开拓和发展。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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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地位：顺控发展的盈利能力较强，在可比公司中处于中等水平。 

 
挂牌日期：2016.03.07 

主营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机车、地铁、城轨车辆上的电力、电子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5年1-6月、2014年、2013年，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9,547.91万元、17,866.25万元和13,979.36万元，

占比重均为100.00%。 

行业成长性： 

 “十三五”期间，全国计划建设铁路新线2.3 万公里，总投资2.8 

万亿元，基本和“十二五”期间的规划持平。交通运输部公布的

2015 年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显示，铁路完成投资82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0.1%。 

 预计到2020年，全国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6000 公里，未来

五年中国新建地铁线路至少需要投资2 万亿。轨道交通行业的未

来发展前景良好，地铁和城轨车辆用电力、电子产品的市场空间

将不断扩大。 

公司成长性： 

 公司充分发挥电力电子设备技术优势，依靠在铁路行业积累的经

验，逐步深入到铁路机车电源控制领域，研制开发了机车车辆电

源系统、控制设备、传感器、电连接器等产品，使用范围遍及全

国，并最终应用于亚、欧、南美等国家。  

 公司进入行业较早，自成立以来公司通过始终如一的优质服务、

卓越的产品质量和多年与客户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客户群，并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客户忠诚度。 

市场地位：公司现有固定客户为国内大型机车厂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

任公司等，它们是我国主要机车制造厂，是铁路总公司的主要采购对

象。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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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预案公告日：2016.03.10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移动终端游戏的研发与运营工作。目前，公

司主要产品包括移动终端单机游戏、移动终端网络游戏等。2015年1-6 

月、2014年、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715.04万元，11,100.48

万元，10,942.59万元。 

行业成长性：根据Talking Data 联合业内数据公司Newzoo 发布的数

据，2015 年中国游戏市场规模将达到222 亿美元（约1420 亿元人民

币），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中国移动游戏收入在

2015 年也将达到65 亿美元收入（约416 亿元人民币），成为超越日

本和美国的全球第一大手游市场。 

公司成长性： 

 公司以游戏制作为基础，辅以“创意设计+内容制作+营销推广”

模式打造自主原创游戏品牌，不断提高游戏版权的核心价值，实

施品牌授权开发与经营业务，如将《美人鱼消消》角色形象授权

于深圳赛菲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进行游戏周边产品开发，建立一

个集游戏制作、授权开发、衍生品开发、产品营销为一体的一站

式综合化服务产业运作平台。 

 公司已被渠道方认可，与众多的游戏开发商及游戏推广渠道着保

持良好的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推进公司品牌化、系列化游

戏产品的线上推广与宣传，保障了公司业务的长久、稳定运行。 

市场地位：公司自有平台“小奥游戏城”获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

究院“首届中国优秀手机网站100佳评选”的“最佳娱乐类”大奖；

连续3年（第二、三、四届）获评金鹏奖（中国原创Android 手游大

赛）“全国十佳原创厂商”；2013、2014年度均为“上方网”中国手

机游戏企业榜TOP50；此外，公司还获得中国电信游戏基地“爱游戏”

2013 年度的“最佳贡献奖”和2015年度的“最佳原创合作奖。 

http://www.hibor.com.cn/


 
 

证券研究报告 

2016 年 3 月 14 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法律声明                责任﹒诚信﹒分享﹒创新 8 

 

定增预案公告日：2016.03.10 

主营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聚氨酯原材料及EO、PO其他下游衍生物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承接塑胶跑道工程的施工。2015年1-3月、2014

年、2013年分别为43,817.69万元、201,390.12万元、,152,481.94

万元，其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5.68%、81.19%和76.38%。 

行业成长性： 

 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建筑节能、汽车、家电、纺

织等产业的消费升级，聚氨酯应用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预计

2013-2018年聚氨酯消费量平均年增长率将在8%以上，2018年我

国聚氨酯总需求量将达1,300万吨（含溶剂）。 

 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城镇化建推进以及国家对体育产业

发展的鼓励引导，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作为最佳的有机建筑保温

材料在建筑节能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将迎来巨大的时代契机，聚氨

酯铺装材料得到空前的广泛应用。 

公司成长性： 

 公司 CPU、铺装材料产销能力多年稳居行业前列， 市场份额多

年保持行业领先。凭借强大的研发及产销能力，公司在行业内树

立了良好的口碑，积累稳健客户群体，建立了成熟的营销渠道。 

 公司现有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近百名，大多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并在上海基地设有博士工作室，充足的高端人才配备力保障了公

司持续研发能。 

市场地位：公司是国内少数配备自动投料系统的聚氨酯原材料生产企

业，产品质量优良，是山东省名牌产品，广受客户好评。公司始终致

力于品牌价值的提升，注重品牌培育，并将品牌内涵与公司产品相结

合，实现品牌附加值的最大化，“一诺威”产品在行业内得到普遍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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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风向标 

注册制延后 三板新风口已至 

来源：九州研究 

3月 12日下午，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记者会，对注册制、熔断机制、稳定市场等备受关注的问题作了解答。

刘士余的讲话有助于提振广大投资者的信心，稳定市场的预期。其中

在回答有关注册制推行的问题时，他强调“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可

以为注册制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无疑是三板市场的重大利好。 

“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亦可解读为“新三板搞好”。5 月份在

新三板即将实施的创新层分层方案，即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具体

体现。目前主板，二板已建成，三板还处于发展期。随着创新层的落

实，必将为三板市场带来更加活跃的交易、更加宽裕的流动性，使企

业的估值得到提升。这样，创新层和主板才可以很好的对接，也只有

解决了板块间的流动问题，注册制才有条件实施。 

因此，注册制的延后必将为新三板的行情助力，三板的风口期已

然到来。 

创新层最诱人 盯紧这10家公司 

来源：金融投资报 

新三板分层真的快来了。3月3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

布《关于做好挂牌公司分层信息揭示技术准备的通知》，要求4月组

织挂牌公司分层信息揭示的全市场测试；4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

军表示，新三板分层机制预计5月份正式实施。华泰证券指出，分层

将是新三板制度性分化的起点，这个制度性分化对于企业来讲将产生

中长期的实质影响，这也是分层带来的最大红利。 

根据东财Choice数据，截至3月4日，在587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中，

共有1354家做市企业；而在这做市转让的1354家做市转让公司中，又

有多少能挤进创新层呢？金融投资报为此进行了梳理。 

3公司同时满足三套标准 

从删选结果来看，在1354家做市转让的企业中，能够进入创新层

的企业不足百家，可谓竞争激烈。 

其中，同时满足标准一和二的有3家，分别为新眼光、上陵牧业

和麟龙股份；同时满足标准一和三的有8家，分别为有友食品、西部

超导、麟龙股份、蓝山科技、凌志软件、上陵牧业、首都在线和新眼

光；同时满足标准二和三的有9家，分别为九鼎集团、联讯证券、海

航冷链、上陵牧业、麟龙股份、百傲科技、新眼光、差旅天下和天丰

电源；同时满足标准一、二、三的仅有三家，分别为新眼光、上陵牧

业和麟龙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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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做新三板研究的燕曦投顾指出，新三板挂牌企业分层将在5

月份正式实施，这将促进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吸引更多投资者的目

光。对比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本次新三板的创新层企业在连续两年净

利润等财务指标筛选标准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创业板上市公司。相较

创业板公司，新三板创新层企业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具有更高的投资

价值。随着未来新三板恢复正常交易状态后，新三板创新层企业的流

动性指标会更加优秀，因此创新层企业更值得投资者高度关注。 

分层只是新三板制度完善的第一步而已，市场对于新三板的下一

步动作，如转板等更是报以更大的期待。  

加快新三板退市规则出台速度 

来源：证券时报 

新三板全国扩容仅仅两年多时间，挂牌企业已经达到6000家。这

个数据非常惊人，体现了企业对于资本市场的厚望，在给投资者带来

众多投资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投资者保护问题。 

在面临交投不活跃、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少市场人士呼

吁降低自然人投资者门槛。虽然当前对于自然人500万证券类资产的

开户门槛未必经过严格论证，但从实际效果看，阻挡了大量的小散进

入市场。面对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将风险承受能力差的投资者阻挡在

市场之外，首先是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是对新三板市场的保护。从当

前出现一些投资者适当性违规案例看，500万的自然人投资者门槛不

仅不应降，反而应在具体的落实环节上加大监管。 

第二，加快新三板摘牌退市规则的出台速度。在企业出现重大违

法违规、经营出现重大异常等情况下，并无相关的摘牌退市细节性制

度，无法形成市场自身的优胜劣汰机制。在投资者普遍不成熟的情况

下，容易对投资者的判断造成误导。细化有效的摘牌退市制度，对于

促进挂牌企业规范发展、维护新三板市场秩序、保护新三板市场投资

者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第三，新三板更多的定位是机构市场，所以机构投资者应该参与

更多的公司治理，形成投资者权利保护氛围。机构投资者对于自然人

投资者的权利意识培养是具有直接示范效应的，其本身具备经济条件、

知识背景能力等优势。如果能够带动自然人投资者共同参与新三板公

司治理中，无论对于新三板市场，还是企业发展及投资者保护，都会

产生积极影响。 

总而言之，新三板市场的发展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及早加大对违

法违规的惩处速度和力度，坚决将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挡在门

外，建立市场化的进退机制，后续及时跟上民事赔偿制度建设，如此

新三板市场才会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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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做市转协议”阵营悄然扩围 

来源：中国证券报 

在不少挂牌公司紧锣密鼓加码做市备战创新层的同时，部分公司

却逆势而动，将交易方式从做市转让变更为协议转让。券商人士分析，

交易方式“做市转协议”，将大幅降低股份流动性，目前来看，控制

股权分散度、便于大宗转让及备战转板是主流原因。从发展趋势看，

虽然“协议转做市”将是新三板市场的主流，但不排除挂牌公司“逆

势而动”的阵营也同步扩大。 

3月2日，浙江挂牌公司捷昌驱动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做市转让变更为协议转让的议案》。公司表示，

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进行认真的论证后，公司股票将由做

市转让方式变更为协议转让方式。 

“做市转协议”案例渐多 

捷昌驱动“做市转协议”并非个例。2016年以来，变更交易方式

的挂牌公司阵营悄然扩大。2月27日，浙江挂牌公司米奥会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方

式的议案》，议案将提交3月11日股东大会审议。 

诸多案例中最具典型性的是陕西挂牌公司奇维科技。公司1月发

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协议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开创了

新三板“做市转协议”的先河，目前公司股票已经停牌。 

券商人士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协议转让是新三板挂牌公司交

易的“初级阶段”，做市商制度的买卖双方不需交易对手出现，只要

有做市商出面承担交易对手方即可达成交易，因此，后者可通过不断

买卖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满足公众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可以看做新

三板交易的“高级阶段”。 

尤其在不少挂牌公司纷纷扩充做市商队伍，以期达到相关指标冲

刺创新层的背景下，这些“做市转协议”的挂牌公司被业内看作“逆

势而动者”。券商投行人士表示，虽然整体来看，做市交易将成为新

三板市场的主流交易形式，但不排除未来新三板市场中“做市转协议”

阵营扩围的可能。 

站在三板望主板 

市场人士分析，即便创新层方案中有相关做市商的硬性指标，但

该指标并不是全部衡量尺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都可以“托起”企

业进入创新层，这使不少挂牌公司增添了“做市转协议”的底气。以

捷昌驱动为例，如公司从做市转让“回归”协议转让，根据其业绩预

增公告推断，公司进入创新层是大概率事件。 

据业内推测，在现有做市商制度下，企业愿意“回归”协议转让

也与控制股权分散度有关。券商人士介绍，原则上讲，做市转让方式

下，投资者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买到公司的做市股票，从而大幅增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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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股东人数。一旦公司股东人数超过200人，定向增发融资等过程

中就要增加环节，因此，一些公司选择让渡一定的流动性优势。 

“站在三板望主板”，通过IPO或换股等形式与主板市场对接，

也成为不少公司“逆势而动”的重要原因。以奇维科技为例，中小板

上市公司雷科防务拟收购奇维科技100%股权，为配合此次交易工作，

公司拟申请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方式

由做市转让变更为协议转让方式。为了顺利实现换股，公司“做市变

协议”，并于此后被剔除出三板做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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