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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借力变革 布局龙头——2017新三板投资策略报告》李筱璇 2016.11.23
观点精要：

• 1.2020年前新三板最大变量仍是制度，基础框架是分层；

• 2.多元、包容、分化是新三板的特征

• 3.投资者追求可兑现的市值成长，需要注意时空匹配

• 4.提出三条策略：拟IPO策略、接盘侠与投行家策略、创新层做市龙头策略

 本篇报告从公司与行业维度来思考新三板投资

• 1）新三板正在形成价值投资的风格，基本面判断的重要性全面上升

• 2）思考行业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系，建议关注成长后期到成熟期的龙头公司

• 3）新三板是新兴产业的土壤，申万宏源新三板团队挑选了7个萌芽或成长期行业
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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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盯住价值，研究至上

2. 抓大放小，投资龙头

3. 扬长避短，布局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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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资者的出发点：可兑现的市值成长

 核心目标：可兑现的市值成长

 市值成长：EV=Earnings*PE

 可兑现：新三板二级退出、并购退出、IPO

可兑现的
市值成长

市值
成长

可兑现

盈利

估值

新三板
二级

IPO

并购

新三板
制度

A股
制度

行业
基本面

公司
基本面

外
部
因
素

内
部
因
素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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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本面判断重要性将持续上升

 在缺乏退出渠道时，估值受到极大压制

• A股是理想的最终退出渠道

• 一级市场靠回购与对赌条款保证退出

• 新三板？？？

退出时市值进入时市值

退出方式
（决定空

间）

退出时间

风险调整

估值传导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新三板与创业板估值差距巨大
（2017-3-17）

 不管是哪种退出方式，基本面判断会越
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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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并购退出：股东积极主义项目质地判断
 A股向价值靠拢，长期业绩性才是更大的考量（影视剧、手游）

 考虑被并购标的业绩、资源（技术、产品、市场）稀缺性及互补性

表：被控股并购且已摘牌公司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并购A股 受让后持股比例(%) 摘牌日期 支付方式 并购目的

831086.OC 星城石墨 中科电气 98 2017-02-03 现金,股权

837418.OC 三木智能 楚天高速 100 2017-01-10 股权,现金 横向整合

834942.OC 安得科技 清水源 51 2016-12-22 现金 横向整合

831848.OC 合信达 拓邦股份 100 2016-12-06 现金 横向整合

834032.OC 天融信 南洋股份 100 2016-12-05 现金,股权

430711.OC 泓源光电 国瓷材料 100 2016-08-30 现金

833259.OC 新泰材料 天际股份 100 2016-07-08 现金,股权 行业整合

430608.OC 奇维科技 雷科防务 100 2016-05-24 现金,股权 多元化战略

834724.OC 国图信息 超图软件 100 2016-05-20 现金,股权 多元化战略

831180.OC 华苏科技 神州信息 96 2016-05-03 现金,股权 横向整合

831812.OC 宇寿医疗 天华超净 100 2015-12-02 现金,股权 多元化战略

831966.OC 业际光电 合力泰 100 2015-09-30 现金,股权 多元化战略

430628.OC 易事达 联建光电 100 2015-02-17 现金,股权 横向整合

430308.OC 泽天盛海 安控科技 100 2014-12-31 股权,现金 横向整合

830804.OC 日新传导 宝胜股份 100 2014-11-26 股权 横向整合

430710.OC 激光装备 亚威股份 95 2014-11-10 现金,股权 行业整合

430708.OC 铂亚信息 欧比特 100 2014-10-30 股权,现金 横向整合

430115.OC 阿姆斯 芭田股份 100 2014-10-22 股权,现金 行业整合

430364.OC 屹通信息 东方国信 100 2014-07-11 现金,股权 横向整合

430531.OC 瑞翼信息 通鼎互联 51 2014-05-26 股权 行业整合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www.swsresearch.com7

1.3.2 IPO退出：投行判断+基本面判断

 考虑要点

• 持续经营能力、现金流储备

• 公司合法合规性、辅导投行风控

• “三类股东”问题

 拟IPO企业估值已经与发行均价十分相近

• 风险：A股估值下移，新股破发->求助基本面判断

新三板IPO统计
（2017-3-17）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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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新三板二级市场退出：定价成为核心

 政策预期下，二级市场交易量有
所上升；

 新三板二级市场有效性明显提升

• 3月19日前已公布年报的新三板
公司亏损组平均下跌8.1%，业
绩翻倍组涨19%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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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的价值投资市场正在形成

 1）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同样也打通了估值体系

 2）价值投资从点向面、由后向前扩散

退
出
政
策

估
值
传
导

退
出
政
策

估
值
传
导

资料来源： 申万宏源研究

创新层
做市龙
头年报

行情

创新层
做市

基础层
做市

年报/
中报行

情

日常催
化剂

沿时间线扩散

沿
分
层
扩
散

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通有利于估值传导

资料来源： 申万宏源研究

价值风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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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盯住价值，研究至上

2. 抓大放小，投资龙头

3. 扬长避短，布局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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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业生命周期对应不同资本需求

初创期 后长初期 成长后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时间

收入

利润

初创期 成长初期 成长后期 成熟期 衰退期

营业历史 无 很少 一些 较长 长

特征
产品单一或未定型、
市场未打开

产品定型，取得市场
初步认可，市场扩张
中

产品增多，市场扩
张、品牌树立

市场开拓放缓，利
润上升

竞争加剧，市场萎缩

财务 低收入/无收入
收入增长，盈亏开始
平衡，毛利率扩张

收入利润高增长，
毛利率平稳

收入快缓，现金流
较好

毛利率下降，现金变
差，收入和利润下滑

资本需求
研发投入、人力投
入

研发投入、市场投入
主要是市场投入、
并购

并购 并购和清算

适合资本市场 一级、地方股权
一级、地方股权、新
三板

新三板、创业板 创业板、主板 主板、退市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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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多层资本市场提供差异化服务

 规范是基础，差异化制度服务不同生命周期，包容与多元是新三板的重要特征

门槛 交易 投资 者 适合企业

主板/中小板
3年存续、净利润3000
万

集合竞价/连续竞价 — 大型/成熟期

创业板
3年存续、净利润1000
万

集合竞价/连续竞价
2年经验/风险揭示
书

中型/成长成熟期

新三板

2年存续、科技创新类
公司收入1000万以上，
非科技类企业营收高于
同行平均

协议/做市/竞价
2年经验/证券类资
产500万

中小型、大型亏损/初
创期、成长期

地方股权交易
中心（上海为
例）

净资产不低于500万 协议 金融资产50万 小微/初创期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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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多层资本市场差异化服务不同规模企业

 60%主板公司营收规模在5至50亿；73%创业板公司营收规模在1亿至10亿；
67%新三板公司营收规模在1亿以下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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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三板以“新兴行业+成长”为服务主体

 2016-9-30开始，负面清单制度提高了新三板门槛，服务主体指向创新科技
类企业

 分层目的是为了差异化管理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

传统行业

龙头

中小企业成熟期

衰退期

新兴行业

萌芽期

成长期

成熟期 龙头

一般企业

初创

IP
O

/

转
板

精
选
层

创
新
层

流
动
性

最
好

流
动
性

次
之

创
新
层

基
础
层

流
动
性

最
差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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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市公司越多，行业越成熟

 1）A股公司多，新三板公司少

• 行业集中度很高，中小企业投资价

值较低（地产、煤炭、钢铁）

 2）A股公司多，新三板公司也差

不多

• 1） 行 业 天 然 分 散 ， 规 模 大 的 可

IPO（电力、基本金属）； 2）细

分子行业多，有并购价值（零售、

饮料、中药、化肥农药）

 3）A股公司少或无，新三板公司多

• 关注新三板的龙头公司，具有独立IPO与

被并购潜力（营销服务、互联网、教育）

• 关注萌芽期行业，分析行业关键成功要素，

投资创业团队（体育、化学新材料）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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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们关注的重点

萌芽期 成长初期 成长后期 成熟期 衰退期

• 医疗机器人
• 聊天机器人
• 无人驾驶
• 固态电池
• 体育
• AR

• 3C机器人
• 动漫
• 文化出海
• 环卫信息化
• 水生态修复
• 3D打印
• 青少年游学
• 智能语音
• 国产芯片
• 国产数据库
• 企业级SaaS
• VR

• 搬运机器人
• 手游
• 数字营销
• 环保信息化
• 新能源
• 留学咨询
• IDC&CDN

• 汽车工业机器人
• 影视剧
• 电商
• 燃气
• 光伏
• ERP实施

• 平面媒体

交给投行申万宏源新三板团队覆盖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PE/VC PE/新三板二级 并购、IPO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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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抓大放小，关注成长后期至成熟行业中的龙头企业

 对于希望从IPO、精选层退出的投资人来说，成长后期至成熟期的龙头企业
可能是理想选择，我们从以下方面考虑

• 行业为新兴行业，处于成长期至成熟期，公司为该行业龙头（分析师筛选）

• 有一定规模，净利润>=1000万

• 盈利能力较好，毛利率>=25%

• 现金流好（警惕伪成长），经营性现金流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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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长成熟行业龙头股筛选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投资型行业 描述 交易方式
收入TTM
（2016年中报）

净利润TTM
（2016年中报）

毛利率
（2015）

839264.OC 世纪明德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青少年游学 做市 235 32 34.0
837629.OC 万国体育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击剑运动培训龙头 协议 177 40 64.8
834833.OC 成都文旅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滑雪体育 协议 155 49 58.4
831710.OC 昊方机电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 做市 659 87 29.1
836986.OC 清园股份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光伏支架 协议 258 104 72.6
834291.OC 中信出版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大型出版社 协议 864 111 48.0
839064.OC 舒华股份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健身器材 协议 1,135 140 42.2
835099.OC 开心麻花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喜剧话剧第一股 协议 418 147 56.6
834793.OC 华强方特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主题乐园 做市 3,050 695 78.2
430418.OC 苏轴股份 工业 国内最早专业生产滚针轴承的企业 做市 244 43 39.2
831008.OC 百华悦邦 工业 国内颇具规模的手机售后服务之一 协议 656 47 37.1
834179.OC 赛科星 日常消费品 国内最大奶牛繁育公司 协议 1,322 90 25.3
831439.OC 中喜生态 日常消费品 耐盐碱速生林培育 做市 209 97 68.5
831377.OC 有友食品 日常消费品 泡椒凤瓜品牌食品 做市 753 107 32.4
836053.OC 友宝在线 日常消费品 最大智能自动售货机 协议 1,586 116 47.6
832898.OC 天地壹号 日常消费品 健康饮料产品 做市 1,386 334 62.9
430021.OC 海鑫科金 信息技术 安防系统集成 做市 498 15 64.7
832317.OC 观典防务 信息技术 禁毒无人机 做市 77 34 67.6
430609.OC 中磁视讯 信息技术 特殊人群娱乐系统 做市 169 47 53.1
833711.OC 卓易科技 信息技术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协议 406 98 71.1
834980.OC 宁波水表 信息技术 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水表制造基地 协议 806 120 30.5
831920.OC 车头制药 医疗保健 医药中间体龙头 做市 795 124 32.5
838658.OC 宏济堂 医疗保健 中药老字号 协议 419 223 77.2
830838.OC 新产业 医疗保健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协议 811 307 75.7
832159.OC 合全药业 医疗保健 创新药原料药 协议 1,453 400 38.1
831550.OC 成大生物 医疗保健 疫苗 做市 904 447 85.0
834117.OC 山东绿霸 原材料 全球主要的吡啶生产企业之一 做市 1,177 133 27.3
833656.OC 确成硅化 原材料 全球主要白炭黑生产企业之一 做市 791 136 34.9
835185.OC 贝特瑞 原材料 新能源电池正负极 做市 1,812 256 28.4

830881.OC 圣泉集团 原材料 酚醛树脂行业龙头 做市 3,219 421 34.5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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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盯住价值，研究至上

2. 抓大放小，投资龙头

3. 扬长避短，布局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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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战略投资萌芽期和成长初期行业

 引入PE/VC思维，考虑3到5年退出

 关注行业关键驱动要素，以及公司需要具备的资源

 萌芽期的公司关键看盈利空间、盈利时间、团队等

公司 行业 100亿 200亿 400亿 600亿 800亿 1000亿

GILEAD SCIENCES 医疗保健 10.90 2.06 2.32 5.29 0.23 0.49

AMGEN INC 医疗保健 1.73 6.71 0.48 0.77 0.56 5.00

APPLE INC 信息技术 11.63 0.51 5.52 0.24 1.11 0.38

ALPHABET INC-A 信息技术 0.17 0.52 0.12 0.38

MICROSOFT CORP 信息技术 4.86 0.96 3.18 0.34 1.18 0.25

FACEBOOK INC-A 信息技术 1.28

INTEL CORP 信息技术 2.25 2.48 2.30 0.22 1.19 0.13

CISCO SYSTEMS 信息技术 4.04 1.62 0.94 1.18 0.46 0.16

QUALCOMM INC 信息技术 7.21 0.22 0.36 0.02 0.11 0.02

EBAY INC 信息技术 0.09 0.22 0.06 0.03 16.28

APPLIED MATERIAL 信息技术 7.48 3.40 0.84 0.24 0.12

VIAVI SOLUTIONS 信息技术 5.01 0.10 0.21 0.06 0.04 0.30

YAHOO! INC 信息技术 2.45 0.17 0.13 0.87 0.04 0.04

COSTCO WHOLESALE 日常消费品 5.31 1.07 13.30 2.36

FIFTH THIRD BANC 金融 9.33 1.40 3.19

AMAZON.COM INC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53 0.12 8.80 2.11 0.99 0.66

COMCAST CORP-A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9.75 1.01 2.09 1.98 1.03 8.75

5.57 1.47 2.74 1.08 1.68 1.37

5.01 1.01 1.52 0.52 0.51 0.38

平均

中位数

纳斯达克市值TOP10公司从上市到百亿市值平均历时5.57年

资料来源：Bloomberg,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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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产芯片

 驱动要素1：发展芯片涉及国家战略安全，是国家意志

表：集成电路相关国家政策

时间 政策

2000 年18 号文 《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2011 年4 号文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2014 年6 月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

2014年10 月
正式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募集资金超过1300 亿元，已实施项目覆盖了集成
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各环节，基本实现了在产业链的完整布局

2015年5月8日 《中国制造2025》再次提及集成电路行业，将其作为大力推动重点领域之一

2016年7 月31 日 中国高端芯片联盟”正式成立

其他地方政府产业促进情
况

多个地方政府也设立了地方版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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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国产芯片

 驱动要素2：中国需求旺盛，进口替代空间大

资料来源：wind,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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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国产芯片

 驱动要素3：IOT和其他新设备的发展

• 申万宏源电子小组预计IOT复合年均增长25%-30%

• 智能家居增速达45%

• 可穿戴增速达61%

• 工业/城市传感增速达10%



www.swsresearch.com24

3.2.4 关注轻资产的IC设计领域

 产业链中，IC设计相对轻资产，新三板公司体量较为合适

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 封装测试

代码 简称 2015收入（百万） 2015年净利润（百万） 2015年毛利率 交易方式

芯片设计 430368.OC 明波通信 25 -3 99.6做市

835288.OC 贝特莱 58 8 57.9协议

831789.OC 英诺迅 25 5 53.7协议

837517.OC 芯海科技 72 18 49.7协议

835303.OC 昆腾微 55 -27 49.1协议

835399.OC 中感微 173 36 39.5协议

870057.OC 启臣电子 48 7 39.1协议

837010.OC 锐能微 111 24 38.8协议

830960.OC 微步信息 168 27 34.6做市

838539.OC 山景股份 86 7 33.6协议

430512.OC 芯朋微 187 21 28.9做市

836173.OC 国芯科技 145 -20 27.2协议

837490.OC 芯圣电子 42 4 27.0协议

430552.OC 亚成微 53 5 25.4协议

430276.OC 晟矽微电 141 -1 21.9做市

430670.OC 东芯通信 1 4 8.1做市

833972.OC 司南导航 102 22 56.1做市

芯片封装 839651.OC 佳峰股份 12 -3 36.9协议

芯片测试 430139.OC 华岭股份 107 35 68.2做市

833474.OC 利扬芯片 58 16 57.7协议

430239.OC 信诺达 62 9 41.5协议

430094.OC 确安科技 42 2 28.0协议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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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动漫

 行业驱动力：

• 消费升级：90后崛起，动漫受众群体由幼儿向全年龄段扩张，二次元文化从
“亚文化”升级为“主流文化”，动漫成为视频平台上的重要内容

• 变现趋于成熟：视频平台+游戏+衍生品+主题乐园等多渠道变现逐步成熟

• 内容为王，具备比较优势：动漫在塑造IP上有天然优势，动漫人物更能满足人
的想象力，可天马行空架构世界观，形象更经典、持久，通过周边变现更方便

• 资本介入，制作费用上升

数据来源：易观智库、申万宏源研究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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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动漫产业链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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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IP开发，变现是关键

 目前的变现渠道

• 广告分成+版权

• 游戏变现

• 衍生品和主题乐园变现

 变现依赖于粉丝经济

• 因素1：好的动画导演及创作团队（看团队）

• 因素2：精良的制作能力（看技术）

• 因素3：好的宣发团队（看合作资源）

图片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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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新三板动漫公司梳理

 关注：

• 具备国内一线动画电影制作能力的公司（大千阳光、舞之动漫）

• 具备IP开发能力的公司（咏声动漫、童石网络）

• 衍生品变现能力强的公司（华强方特、小白龙）

证券代码 简称 主营业务 所在地
15年营业收入

（百万）

15年净利润

（百万）

834793.OC 华强方特 《熊出没》动画作品及相关主题乐园 深圳市 2,804.9 653.9

835994.OC 咏声动漫 动漫IP的创作和开发《猪猪侠》 广州市 108.1 22.0

831015.OC 小白龙

文化创意产品、动漫玩具研发生产与销售、专业

玩具展销服务，参与创作或授权的动漫文化作品

有《猪猪侠》、《秦时明月》等

汕头市 156.8 21.6

833377.OC 童石网络
动漫IP、动漫游戏的制作、运营及运营权授权；

手机动漫平台大角虫漫画APP的运营
上海市 70.1 10.8

837364.OC 梦之城
动漫IP的创作与开发+衍生品开发和授权，旗下

运营的卡通形象品牌包括阿狸、罗小黑等
北京市 36.9 -17.2

837133.OC 舞之动画
原创动画制作和动画制作服务，参与制作《赛尔

号》大电影、《神笔马良》等
苏州市 21.9 1.0

430304.OC 每日视界
原创动画制作，动画制作，电脑CG特效制作，

制作发行《天生我刺》
北京市 19.7 1.3

839246.OC 大千阳光
动画影视和游戏宣传片的制作服务，参与制作《

大圣归来》、《年兽大作战》、《龙之谷》等
北京市 14.6 1.1

836846.OC 华映星球
原创动画制作和动画制作服务，参与制作《摩尔

庄园》大电影
北京市 9.0 -3.9

表:新三板动漫公司梳理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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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青少年游学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
 推荐逻辑：景气度向上趋势确定，行业进入成

长期快车道

• 政策红利和经费保障带来B端学校爆发的可预期

 11部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业内解读是研学旅行从试点走向全国关
键节点。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自12年以来
一直维持在4%以上。

• c端教育升级需求，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人均可
支配收入占比较高，仅次于食品烟酒、居住以
及交通通信三大刚需。

• 供给端从粗放走向规范，涌现专业游学公司。

乐观 中性 保守 乐观 中性 保守 乐观 中性 保守

2015 106 106 106 30 30 30 136 136 136

2016E 155 145 135 47 44 41 202 189 176

2017E 225 197 172 75 65 55 301 262 227

2018E 329 269 219 119 95 75 448 364 294

2019E 480 368 279 188 139 102 668 507 381

2020E 700 502 356 298 204 138 997 706 494

境内（亿） 总规模（亿）

2020年游学市场有望超700亿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境外（亿）

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稳
定在8%左右

资料来源：统计局，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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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青少年游学产业链

 市场高度分散，关注龙头：国内游学龙头世纪明德、国际游学龙头沃凯德市占率

在2-3%左右，龙头公司可获得公司市占率提升叠加行业向上助推双重利好，建议积极

关注

 关注学校资源强的公司：学校是游学的主要组织方，具有B端渠道的公司具有成长

为区域性龙头的潜力。建议积极关注乐旅股份等低估值小而美公司。

 关注海外游学：目前海外游学由于客单价高，市场规模高达78%，建议关注具有上

游海外游学资源的批发商和零售商，比如美之旅、知鸟游学。

 新三板公司：世纪明德(839264)、乐旅股份(833099)、美之旅(870076)、读行学堂

(870537)、明珠旅游(838089)、知鸟游学（挂牌中）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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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留学咨询和培训

 留学咨询行业进入充分竞争阶段，积极拓展留学产业链上下游业务

• 需求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

 我国出国留学人数16年达到54.45万，CAGR（16）17.9%。

 留学目的地更加多元化，美国仍是第一大目的地，但近年来在美学生呈现增速下降趋势。

• 传统留学中介获客成本不断提升，服务价格难以提价，低盈利倒逼变革突围

 目前有资质的中介598家，挂靠的小中介上万家，中间环节过多，供给严重过剩。

 申请费用和学费返佣是收入来源，前者价格透明化，叠加高获客成本，缺乏赚钱效应。

 传统五大中介依托优质校代资源，转型做高附加值的美国市场，率先拓展产业链，积极
介入留学前游学业务、语培、标准化考试培训，留学后托管、移民、置业等业务。

出国留学人数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 2015年中国在主要留学国家留学生人数及占该国留学生人数的比重

资料来源：教育部，申万宏源研究资料来源：教育部，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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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留学咨询和培训：洗牌将至

 变化1：互联网技术基因契合中介变革需求。

 留学碎片化，80%的学生分布在二三四线城市。

 留学申请标化：包括标化成绩和标化申请流程，适合互联网化。

 变化2：留学门槛提高、低龄留学兴起催生百亿标化考试培训市场，留学前后
市场兴起:

 本科生留学人数占比持续上升，催生新的美本、英本培训市场，比如SAT、IB、AP，AL

 低龄化留学兴起，催生美初、美高的考试培训市场，SSAT培训兴起。

 留学门槛提升，托福、雅思考试，研究生类GMAT热度不减，同时刺激留学前等游学需
求。

 低龄化留学的兴起带来寄宿家庭托管、移民、职业等新的业务机会。

 变化3：国务院取消留学中介资格认定审批，或将加速行业整合。

 步入市场化竞争，具有校代资源的大中介或者无资质但有学生资源的小中介受益。

 具有海外大学资源和服务能力的海外中介进入市场或将分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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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留学咨询和培训新三板标的梳理

 大浪淘沙，积极关注新三板相关标的

• 留学中介：东西方(837491)、华樱出国(870937)、诚琛股份(839696)

• 互联网留学：留成网(836400)

• 培训机构：培诺教育(834290)、博智教育(836040)、新东方网(839896)

留学咨询与培训行业梳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挂牌日期 转让方式 城市
营业总收入
（2015，百万）

归母净利润
（2015，百万）

837491.OC 东西方 2016/5/17 协议 上海市 126.5 -7.7

870937.OC 华樱出国 2017/2/13 协议 成都市 25.5 2.7

839636.OC 诚琛股份 2016/11/7 协议 广州市 11.0 4.4

836400.OC 留成网 2016/4/18 做市 上海市 9.0 -29.3

834290.OC 培诺教育 2015/11/17 协议 青岛市 25.7 6.5

836040.OC 博智教育 2016/2/22 协议 北京市 23.1 3.8

839896.OC 新东方网 待挂牌 协议 北京市 317.8 15.4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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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体育
 起步期，全民消费尚待时日

•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水平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

 15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0.7%，
美国占3%左右，世界平均水平2%。

• 大众体育消费尚存在较大挖掘空间。

 人均体育消费是世界水平的72.5%，是
英国的23.3%。

• 产业发展存在整体落后和结构失衡的问题。

 体育用品行业占比79%，体育服务和赛
事仅不到20%。

• 政策红利涉及全民健身、青训、体育产业
整体升级扩容。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2025年总规模5万亿
目标。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2025年5
万所足球学校目标

 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体育产
业增加值占GDP1%目标

资料来源：统计局，申万宏源研究

美国相比，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失衡

我国人均体育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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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体育产业趋势展望

 未来体育产业趋势展望：大众化、数字化、娱乐化

大众化

• 全民健身

• 保持健康的刚需途径

• 重复消费

• 催生高端、专业需求

• 赛事和IP的土壤

• 体育消费人口的扩大

和消费习惯的养成，

为体育赛事和IP打造

培育土壤

数字化

• 场馆、装备

• 智能化可穿戴

• 注重美学和设计的运

动场馆

• 低卡路里运动营养食

品

• 大数据

• 用于健康预测和防护

的个人运动数据

• 广泛应用于养老、商

业保险等行业

娱乐化

• 赛事运营

• 体育IP

• 体育营销、旅游、

游戏、彩票、传

媒

• 体育产业实现价

值最大化

• 重知识产权

• 长尾价值挖掘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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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体育细分子行业所处生命周期

• 康复治疗、
运动营养品

• 体育IP
• 体育经纪
• 俱乐部
• 体育传媒
• 体育社区
• 体育游戏

• 体育营销
• 体育金融
• 体育旅游
• 体育服务、

场馆、培训
• 赛事运营

 体育装备/设备
 场馆建设运营
 体育彩票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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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新三板体育产业链公司梳理

细分行业 行业周期 对应标的 家数

俱乐部 萌芽期 恒大淘宝 1

体育服务、培训、场馆 成长中期

中航时尚、万国体育、体运通、新赛点、

亚特体育、鑫度武术、华丽达、柏莱特、

东田时尚 9

体育IP 萌芽期 博克森 1

体育装备/设备 成熟期

中源欧佳、舒华股份、宝美户外、上海三

由、伊贝股份、澳森制衣、悠度股份、汇

星新材、建华中兴、风雪户外、水晶股份

、康瑞体育、岱润霖、哟哈股份、神鹰碳

车、泰山体育、和嘉天健、康莱体育、蔚

蓝体育、尤力体育、激想体育 21

康复治疗、运动营养食品 萌芽期 康比特、动能趋势、奥美健康、携泰健康 4

体育营销 成长期中期

体娱股份、今日体育、博睿体育、梅珑体

育、欧迅体育 5

体育场馆建设运营 成熟期

绿茵天地、奥翔科技、中智华体、星奥股

份、铭弘体育、大统体育、泛华体育、珠

江文体 8

体育彩票 成熟期 明致体育 1

赛事运营 成长前期 高德体育、体育之窗 2

体育旅游 成长期前期 成都文旅 1

新三板体育产业公司梳理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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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C工业机器人

 机器人密度低

• 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低于全球平均，远远落后韩日

• 汽车制造业和3C制造业体量相当，3C工业机器人密度远低于汽车工业机器人密度，
汽车达到 392 台/万台，3C仅8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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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3C工业机器人

 国产化可期

• 国外四大家族(发那科、安川、库卡、ABB) 在传统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已经很成
熟，国产机器人很难分到大蛋糕

• 3C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对不成熟，国内企业拥有弯道超车的机会：根据富士康家园网
的数据，目前国内手机行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是以富士康代工的苹果手机，其次是
华为手机，而富士康在苹果手机加工过程中的自动化程度仅约为30%

 3C产业生命周期短，工艺升级对3C工业机器人不断提出新要求

• 新显示技术（OLED，裸眼3D等）对贴合精度要求提升，人工和低精度机器人难以
做到；

• 产品轻薄化、工艺升级（全面屏、电池加大），使得产品内部结构要求更精细，对
装配机器人精度要求提升；

• 3D曲面屏对3C工业机器人提出新的功能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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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技术突破，高性价比——国产3C工业机器人登
上舞台

 集成能力是获客的主要途径：能够高效地提供一套适合客户需求的可靠方案
是抓住客户的关键点

 自主前沿技术是议价点：

• 成本控制：如拥有自主3D机器视觉技术和本体制造能力将大幅降低成本；

• 能力展示：拥有自主的前沿技术将提升客户对产品的信任度。

 相比国产汽车工业机器人进口替代的困难重重，3C工业机器人市场给国内企
业留足了空间

 全球经济低迷是契机：经济低迷使3C制造业竞争激烈，下游客户降低成本，
追求性价比，最先给集成能力、自主技术和制造能力兼备的企业带来契机

 推荐企业：

• 零部件：金立变速(870444)、本润股份(870887)、北超伺服(831544)、正弦电气
(834933)

• 本体：中源智人(833135)

• 系统集成：中源智人(833135)、利和兴(834013)、世椿智能(8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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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水生态修复

 困境一：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我国目前水资源为全球水资源的6%。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

基数，人均水资源只有约2000立方米每人，在世界范围内排在105位。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平均水平的1/4，远

低于美国的人均11000立方米。并且80%以上的水都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

 困境二：水资源污染严重，随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也随之增加。大量的用水

需求也意味着大量的污水排放。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统计，在2010年以前，污水处理率不到50%。大量

污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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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政策推动+PPP模式推动水生态修复五年高增长

 环保部于 2015 年 4 月份发布了《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简称水十条），
对十三五期间水治理的工作制定了要求：定调了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并提

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到 2020 年，全国水环境质 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水生态

环境状况有所好转。同时，在整个十三五期间，各个省市也在制定相对应的治理政策。根据我们的初步测算，仅在水源地保护和城市

周边自然水体修复两个市场，生态修复投资就将超过500亿。

 PPP模式刺激水生态修复市场投资。目前全国共有三批11575个PPP项目，其中有672个项目都与水生态修

复相关，项目总投资额高达1741亿元。PPP模式的本质是合作和管理，既能满足政府部门在财政绩效及公共需求的关注，又能实现私

人部门对项目回报和资本效率的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水生态修复市场则是其中最为受益的，主要因为（1）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

的环保项目是刚性需求；（2）可复制性强；（3）与地方企业等对接更容易。

生态修复、垃圾发电、市政
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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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水生态修复的目的在于重建受损的生态系统

 水生态修复是以恢复或重建受损生态系统结构为目的的技术，依靠修复水体
原有结构从而恢复原有的主要生态功能。与利用某些生物的特性解决水体中某一特定问题的技

术不同，水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规划。只有从诊断污染受损水体生态系统出发，制定外源污染控制、内源污染治

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才能达到治理目标。

数据来源:刘正文教授的水生态修复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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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推荐相关公司

 目前水生态修复行业公司
特点：

• （1）集中度低；

• （2）具有一定区域性；

• （3）行业标准不统一

 根据目前行业发展大趋势，结合公司本
身业务水平和布局，我们看好运营能力
强、融资能力及整合资源能力强的企业，
重点推荐：

• （1）水治理（突破区域限制，形成品牌优势）

• （2）资源环保（背靠大广东市场，资源整合能
力强）

• （3）中科水生（大水系整体生态修复经验丰富）

证券代码 简称 主营业务 所在地
15年营业收
入（百万）

430724.OC 芳笛环保 污水处理+景观水体生态治理 武汉市 94

831511.OC 水治理 湖泊+河道水体生态治理 南京市 85

832639.OC 正和生态 滨水生态治理与修复 北京市 564

833439.OC 领先环保 生态水体治理+太阳能水生态设备产销 南京市 30

833968.OC 资源环保 综合水环境治理 广州市 82

834468.OC 绿凯环保 黑臭水治理 杭州市 27

835425.OC 中科水生 水流域+湖泊生态治理 武汉市 100

835665.OC 金禾水 污水处理设备产销+生态修复服务 南京市 12

837634.OC 绿明利 环境保护综合服务 武汉市 16

838298.OC 益江环保 村镇污水处理+流域生态修复 南宁市 62

838740.OC 邦源环保 地表水黑臭、富营养化等问题修复 北京市 18

838793.OC 水生态 湖泊河道水源地等水生态治理 宁波市 11

836654.OC 丹海生态 地表水拟自然生态修复与治理 重庆市 28

新三板中涉及水生态修复的公司列表

资料来源：CHOICE 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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