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新三板研究报告 / 策略日报 

 
上半年新三板并购放缓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动态点评： 

上半年新三板并购放缓。截至 6 月 30 日，新三板市场 2017 年上半年

新三板重大资产重组并购交易（首次正式公告为准）为 153 起，总金

额是 263 亿。相比 2016 年上半年的 97 起并购重组数量，2017 年上半

年增长了 57%。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的案例却在去年四季度开始转入

低谷。2017 年前两季度上市公司完成收购新三板的案例仅有 24 起，

这仅占全市场的 15%。整体来说的话，新三板公司被 A 股公司并购的

频率和节奏在上半年还是有所放缓的，主要是因为对于 A 股的并购、

增发有更多的要求和限制。那么一些优质的新三板公司也看到了 IPO

开闸和上市更加便利，可能会倾向于自己上 A 股。这两种情况下，可

以说并购的频率和金额在开始时并不非常突出。 

数据速递： 

2017年 7月 26日三板成指收于 1227.50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34%；

三板做市收于 1033.06，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32%。 

2017 年 7 月 26 日新三板总成交量为 14,557.16 万股，较上一交易日

上升7.54%；总成交金额为76,313.51万元，较上一交易日上升20.61%。

换手率为 0.06%，整体、做市转让、协议转让公司的市盈率分别达到

37.91、43.43、34.52。 

做市转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联讯证券，达到 3,722.88 万元；协议转

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东海证券，达到 11,753.95 万元。 

今日新增挂牌企业 6 家，均为协议转让。目前挂牌公司总计 11282 家，

其中协议转让 9768 家，占比 86.58%。 

今日 12 家企业做市商退出，6 家企业新增做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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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点评】 
1. 上半年新三板并购放缓 

截至 6 月 30 日，新三板市场 2017 年上半年新三板重大资产重组并购交易（首

次正式公告为准）为 153 起，总金额是 263 亿。相比 2016 年上半年的 97 起并购重

组数量，2017 年上半年增长了 57%。 

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的案例却在去年四季度开始转入低谷。2017 年前两季度上

市公司完成收购新三板的案例仅有 24 起，这仅占全市场的 15%。 

【点评】整体来说的话，新三板公司被 A 股公司并购的频率和节奏在上半年还

是有所放缓的，主要是因为对于 A 股的并购、增发有更多的要求和限制。那么一些

优质的新三板公司也看到了 IPO 开闸和上市更加便利，可能会倾向于自己上 A 股。

这两种情况下，可以说并购的频率和金额在开始时并不非常突出。 

 

【数据速递】 
表 1： 上一交易日三板成指、三板做市均微跌 

 收盘 当日涨跌幅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亿元） 

三板成指 1227.50 -0.34% 10489.9 5.60 

三板做市 1033.06 -0.32% 5162.3 2.08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1：新三板指数走势  图 2：新三板指数成交额（亿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2： 上一交易日新三板市场交投清淡 

 总体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挂牌公司总数 11282 1514 9768 

总股本（亿股） 6656.37 1525.24 5131.13 

流通股本（亿股） 3103.86 927.95 2175.91 

成交股票数量 900 528 372 

成交股数（万股） 14557.16 5877.36 8679.8 

成交金额（万元） 76313.51 22314.82 53998.7 

换手率（%） 0.06 0.08 0.05 

市盈率 37.91 43.43 34.52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新三板策略日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5 

图 3：换手率波动下降  图 4：市盈率继续保持平稳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5：上一交易日做市转让成交额前十  图 6：上一交易日协议转让成交额前十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7：今日新增挂牌 6 家公司  图 8：挂牌公司数量趋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3： 今日新挂牌 6 家公司,均为协议转让 

代码 名称 转让方式 主办券商 管理型行业 

871681.OC 盟星科技 协议 中信证券 专用设备制造业 

871692.OC 安特股份 协议 东吴证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71712.OC 梅花软件 协议 方正证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1699.OC 三联盛 协议 长城证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71701.OC 联创电缆 协议 财富证券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71724.OC 迪昌科技 协议 长江证券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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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4： 今日做市提示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430318.OC 四维传媒 新增做市商 430382.OC 元亨光电 做市商退出 

831762.OC 和达科技 新增做市商 430396.OC 亿汇达 做市商退出 

832236.OC 丰源股份 新增做市商 830831.OC 华泰集团 做市商退出 

832317.OC 观典防务 新增做市商 830958.OC 鑫庄农贷 做市商退出 

833684.OC 联赢激光 新增做市商 831028.OC 华丽包装 做市商退出 

835539.OC 中宇万通 新增做市商 831792.OC ST 海思堡 做市商退出 

430065.OC 中海阳 做市商退出 832023.OC 田野股份 做市商退出 

430313.OC 国创富盛 做市商退出 832978.OC 开特股份 做市商退出 

430357.OC ST行悦 做市商退出 834141.OC 蓝德环保 做市商退出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5： 增发提示 

名称 最新公告日 方案进度 名称 最新公告日 方案进度 

华强方特 2017-07-26 证监会批准 瑞翼能源 2017-07-26 实施完成 

飞日科技 2017-07-26 股东大会批准 驱动力 2017-07-26 实施完成 

凌志环保 2017-07-26 董事会修改 南商农科 2017-07-26 实施中 

美林数据 2017-07-26 实施完成 中集股份 2017-07-26 实施完成 

三木科技 2017-07-26 股东大会批准 福百盛 2017-07-26 实施完成 

华源新材 2017-07-26 实施中 文都教育 2017-07-26 实施完成 

星月科技 2017-07-26 董事会批准 南湖国旅 2017-07-26 实施中 

新凌嘉 2017-07-26 股东大会批准 国文股份 2017-07-26 董事会无法表决 

禾元生物 2017-07-26 董事会修改 中创互动 2017-07-26 股东大会批准 

苏州沪云 2017-07-26 董事会批准 时代光影 2017-07-26 实施中 

利达股份 2017-07-26 实施中 锐扬股份 2017-07-26 实施完成 

动信通 2017-07-26 实施完成 光华消防 2017-07-26 实施中 

经纬科技 2017-07-26 实施完成 传智播客 2017-07-26 实施中 

房米网 2017-07-26 股东大会批准 民兴生物 2017-07-26 股东大会批准 

祥云信息 2017-07-26 实施完成 经纬视通 2017-07-26 董事会无法表决 

广尔纳 2017-07-26 实施中 一品御工 2017-07-26 股东大会修改 

科睿特 2017-07-26 实施完成 佰奥达 2017-07-26 股东大会批准 

海润股份 2017-07-26 实施完成 沐威科技 2017-07-26 实施中 

鑫贞德 2017-07-26 实施完成 沃特节能 2017-07-26 实施中 

全通枸杞 2017-07-26 实施完成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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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付立春：清华大学博士后，新三板研究中心总监、首席，九年资本工作经验。 

马庆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硕士，新三板分析师，2年环保行业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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