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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425.88 点，下跌 0.08%。

成指最终报收于 1455.93 点，上涨 0.50%。（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

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3.38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1.80 亿元，协议

转让成交 1.58 亿。新挂牌公司共计 19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

共计 3 家。截止 4 日，共有 3074 家挂牌企业。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9.67X，做市转让估值 42.04X，协议转让估值 17.33X。（安信新三

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477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363 只，

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11%。 

 

■8 月 4 日定增情况： 

 颁布定增预案的公司共有 10 家：广信担保、合锐赛尔、文广

农贷、瑞铁股份、金天铝业、高华股份、瑞腾科技、佳境科技、

上海君屹、天开园林。 
 

■重要公司公告： 

 合一康、天创环境、柯立沃特、硅谷科技、新昶虹、世纪工场、

蓝天精化、尚慧能源、领信股份、奥飞数据、亚成生物股票发

行认购公告。  
 

■新三板重要新闻： 

 挂牌热情不减 新三板上市须排队等 1 年 

 新三板挂牌企业飙升 相关政策料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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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425.88 点，下跌 0.08%。成指最终报收于 1455.93

点，上涨 0.50%。（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3.38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1.80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1.58 亿。新挂牌公司共计 19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

计 3家。截止 4日，共有 3074家挂牌企业。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9.67X，做市转让估值 42.04X，

协议转让估值 17.33X。（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477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

让 363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11%。 

 

表 1：8 月 4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1 三板成指 1455.93 7.3 0.50% 

899002 三板做市 1425.88 -1.1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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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 2404 3074 

当日新增家数 1 18 19 

成交股票只数 363 114 477 

成交金额（万元） 18021.33 15767.85 33789.18 

待挂牌总家数 - - 243 

申报中总家数 - - 768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3：8 月 4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 主办券商 

832954.OC 龙创设计 汽车概念设计、造型设计和汽车整车工程设计等 广发证券 

832929.OC 原点股份 手机游戏的研发与销售及相关服务等 太平洋 

833117.OC 润泰股份 环保型涂料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东吴证券 

833039.OC 昶昱黄金 贵金属工艺品的设计和销售等 东吴证券 

832758.OC 鑫甬生物 丙烯酰胺、聚丙烯酰胺的制造、加工、储存、销售等 国海证券 

833009.OC 开拓明天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等 东兴证券 

833144.OC 毅康股份 
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个性化工业自动控制元器件产品的研发、

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等 
长江证券 

833054.OC 未来电器 生产低压断路器的配套附件等 西部证券 

832989.OC 鑫博技术 矿冶流程技术研发、提供专有设备和解决方案等 广发证券 

833140.OC 中博农 
现代牧场建设一体化服务,包括牧场选址规划、养殖工艺设计、畜

牧设备技术集成等 
天风证券 

832890.OC 超伟股份 
研发、生产和销售无线应急预警系统设备、数字调频广播系统设

备等 
东吴证券 

833064.OC 绿色空间 有机垃圾无害化处理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东兴证券 

833022.OC 欧迈机械 
成套搅拌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提供工 

业搅拌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等 
东兴证券 

832809.OC 九森林业 
森林培育建造、管护,即自建林业基地种植珍贵 

林木、速生丰产林、一般用材林和经济林等 
海通证券 

833171.OC 福建国航 
国际远洋干散货运输以及国内沿海及内河货物干散货运 

输业务等 
光大证券 

833184.OC 润环科技 
 轴承、轴承仪器及设备、轴承原辅材料、机械配件的生产、销售;

电视及监控设备安装、销售等 
西部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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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80.OC 瀚丰矿业 
锌矿石、铜矿石、铅矿石和钼矿石的开采,锌精粉、铜精粉,铅精粉、

钼精粉的加工销售等 
信达证券 

833141.OC 耀华医疗 
临床检验标本采集及临床检测产品(II 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等 
川财证券 

833087.OC 勇辉生态 家畜、家禽的养殖与销售等 浙商证券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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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方

式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1550.OC 成大生物 22.80  4383.76  291.20  协议 生物科技Ⅲ 

2 830931.OC 仁会生物 50.00  3376.39  66.00  做市 生物科技Ⅲ 

3 832950.OC 益盟股份 14.32  2363.35  165.00  协议 软件 

4 832970.OC 东海证券 10.10  1799.08  910.80  协议 资本市场 

5 430305.OC 维珍创意 17.75  1074.58  61.30  做市 
电子设备、仪器和

元件 

6 430618.OC 凯立德 9.00  865.76  99.90  做市 软件 

7 832451.OC 神州电子 7.00  805.00  115.00  协议 家庭耐用消费品 

8 831963.OC 明利仓储 4.00  779.19  197.00  做市 商业服务与用品 

9 830777.OC 金达莱 30.50  710.28  23.25  做市 商业服务与用品 

10 430141.OC 久日化学 15.50  542.60  35.90  做市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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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

方式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2057.OC 雅安茶厂 13.25  1225.00% 协议 食品 

2 831315.OC 安畅网络 10.00  900.00% 协议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3 832970.OC 东海证券 10.10  861.90% 协议 资本市场 

4 430199.OC 了望股份 7.00  536.36% 协议 专业服务 

5 430395.OC 奥盖克 6.00  147.93% 协议 化工 

6 430015.OC 盖特佳 2.27  129.29% 协议 信息技术服务 

7 831430.OC 天易股份 5.00  81.82% 协议 建筑与工程Ⅲ 

8 831696.OC 赤诚生物 6.38  59.50% 协议 生物科技Ⅲ 

9 832077.OC 合成药业 32.90  49.21% 协议 制药 

10 430004.OC 绿创环保 2.12  42.28% 协议 机械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6：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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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614.OC 

旺大集团 

广东旺大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东风支行 

1500 
2015-7-22/2016-7

-15 
担保贷款 

430362.OC 

东电创新 
李洋 

杭州银行北京中关

村支行 
590.93 

2015-7-13/2018-7

-9 
贷款 

430362.OC 

东电创新 

北京中科鼎

天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北京中关

村支行 
223.25 

2015-7-13/2018-7

-9 
贷款 

831051.OC 

春秋鸿 
刘岩 

北京恒泰恒富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400 

2015-8-4/2016-8-

3 
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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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信担保（832228.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2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5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0X。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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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和符合规定的新增投资者。公司所属行业为其他多元金融服务。2014

年度，营业收入为 3552.92 万元，同比增长 8.50%，归母公司净利润为 1263.39 万元，同

比增长 1.88%。 

【合锐赛尔（831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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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3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2X。公司前

收盘价为 14.12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新增投资者。公司所属行业为电气部件

与设备。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 23551.40万元，同比增长 23.71%，归母公司净利润为 2054.43

万元，同比增长 139.03%。 

【文广农贷（831618.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6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5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8X。本次

发行对象为上海证券、德邦证券、万联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爱

建证券坛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 12 名自然人投资者。 

【瑞铁股份（833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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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5X。本次发

行对象为东北证券、华泰证券、开源证券。 

【金天铝业（832008.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2.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3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公司前收盘价为 7.74 元。本

次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证券公司。 

【高华股份（833063.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4.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8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44X。本次发行对象为

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瑞腾科技（430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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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张家港保税

区天成投资管理企业、张家港保税区丰丰投资管理企业。 

【佳境科技（832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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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52X。本次发

行对象为扬州佳源投资中心、公司核心员工。 

【上海君屹（832760.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2.08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48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7X。本次发行

对象为上海泽健创业投资中心。 

【天开园林（830800.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0.0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83.07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30.7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0X。公司

前收盘价为 14.50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 30 名核心员工。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合一康（832521.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80 万股，每股价

格为 3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400 万元。由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鼎新-新里程 1 号股权投资基金认购。 

【天创环境（832619.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25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5.2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300 万元。由长城证券、华福证券、浙商证

券及王慧霞认购。 

【柯立沃特（832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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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由北京天星资本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认购。 

【硅谷科技（832070.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933.4 万股，每

股价格为 1.8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680.12 万元。由镇江峰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认购。 

【新昶虹（830830.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1554.60 万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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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格为 4.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550.30 万元。由在册股东认购。 

【世纪工场（830888.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40 万股，每股

价格为 5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000 万元。由陈绍储等 5 名自然投资者认购。 

【蓝天精化（831625.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15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2.11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16.5 万元。由公司核心员工认购。 

【尚慧能源（831962.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20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6.5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300 万元。由财通证券、华泰证券、开源证

券、国海证券及国都证券认购。 

【领信股份（831129.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125 万股，每

股价格为 16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000 万元。由北京德丰杰龙升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珠海横琴小众优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珠海横琴小众金石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及顾文骏等 3 名自然投资者认购。 

【奥飞数据（832745.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20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4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000 万元。由新增投资者认购。 

【亚成生物（831523.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2200 万股，每

股价格为 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000 万元。由广州证券、兰州亚成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等 13 名在册股东及北京中财丰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银领裕颖投资中心等 27

名新增投资者认购。 

 

4. 新三板重要新闻 
挂牌热情不减 新三板上市须排队等 1 年 

券商项目积压 排队要等一年多 

新三板成交量急剧萎缩，但并未影响企业想要挂牌的热情。 

继 7 月 21 日挂牌企业数量超过 A 股总数后，新三板市场容量继续高歌猛进，并在 7 月底

一举突破 3000 大关。值得一提的是，各家券商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新三板高速扩容状态

有望继续。 

“即便是各项条件都符合的企业，想要挂牌最快也要等到明年年底了。”苏南一位从事新

三板业务的券商人士向《金证券》记者介绍，目前想上新三板的企业比较多，“有时候一

天能见 2-3 家企业的老板，都是咨询挂牌的。” 

排队要等一年多？ 

新三板挂牌业务究竟有多火？从券商的态度转变可窥一二。 

沪上一位场外市场部负责人告诉《金证券》记者，“以前我们承做都是交给营业部，但今

年专门成立了团队负责前期接洽和尽职调查。因为积压的潜在项目比较多，必须做出取

舍，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干脆放弃不做了。” 

上述苏南券商人士则表示，现在新三板业务确实繁忙，他上个月刚刚报了 2 家企业的申

请材料上去，手头还有 3 个拟挂牌项目已经完成尽职调查，等着做材料。 

据了解，新三板挂牌过程“前慢后快”。在中介机构向股转公司递交挂牌申请之前，先要

经历前期咨询、中介机构进场、中介机构尽职调查、解决历史问题、股改、券商内部审

核等步骤。“这些前期工作的工作量跟 IPO 差不多，少说也要好几个月才能走完。”前述

券商人士介绍，再加上向股转公司递交材料后，排队时间 2-3 个月。整个流程下来，最

快也要半年以上。 

而现在各家券商内部积压拟挂牌项目较多，“即便是各项条件都符合的企业，如果什么准

备还没做，想要挂牌最快也要等到明年年底了。”该券商人士表示。 

 

新三板挂牌企业飙升 相关政策料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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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7 月新三板挂牌公司家数明显飙升。全国股转公司人士就此

表示，这与此前出台的《挂牌审查一般问题内核参考要点》政策提高了审核效率密切相

关。而有机构人士则指出，不排除监管部门正在为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预留市场空间。 

7 月挂牌数飙升至 415 家 

根据 wind 统计数据，7 月新三板挂牌公司家数飙升至 415 家，与 5 月的 144 家及 6 月的

152 家相比出现了大幅增加。根据全国股转公司提供的最新数据，截至 8 月 3 日，新三

板挂牌公司家数已经累计达到 3055 家，继 7 月中旬首超主板上市公司家数之后继续快速

上升。 

第三方机构新三板交易汇向记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7 月股转公司发出的同意挂牌函

也达到创纪录的 602 份，相较于 5 月的 144 家及 6 月的 150 家同样出现大幅上升。 

“上半年股转公司发出同意函的频率为平均每月 178 家，但下半年仅 7 月份就发出超过

600 份的同意挂牌函，说明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审核速度突然提速。”新三板交易汇李靖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对于 7 月份股转公司发函数与实际挂牌家数之间的差别，全国股转公司相关人士对记者

分析指出，发出同意挂牌函后，拟挂牌企业还需要进行股份登记及信披登记等流程手续，

这个时间周期大约需要一周左右。 

更多利好政策有望推出 

对于下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家数的骤然飙升，全国股转公司相关人士表示，这主要是由

于审核效率的提升。 

对此，有券商人士指出，此前股转系统曾表示今年下半年将会有分层、转板试点、做市

商扩围等多重利好出台，但整个 7 月都没有实质性动作。不排除政策性利好释放之前预

留一定的市场空间，以免在 8 月之后的时间推出时，出现借机炒作或者大笔资金蜂拥而

造成市场巨幅波动的情况。 

“审核提速对挂牌企业来说是利好，倘若真是股转公司有意为之，加上下半年以来新三

板二级市场成交持续萎缩，不排除今后出现更多利好政策的可能性。”前述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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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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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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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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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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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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