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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495.89 点，下跌 0.37%。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3.30 亿元。其中做市

转让成交 1.83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1.47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23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1 家。截止 13 日，共有 3193 家挂

牌企业。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9.60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42.67X，协

议转让整体估值为 16.83X。（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501 只

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379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14%。 

 

■8 月 13 日定增情况： 

 颁布定增预案的公司共有 16 家：吉诺股份、安美勤、优创股

份、会友线缆、优睿传媒、利美康、北超伺服、北方空间、慧

为智能、阳光金服、新在线、中能兴科、煌盛管件、法本信息、

方正股份、世能科泰。 
 

■重要公司公告： 

 同益物流、众智同辉、天原药业、瑞风协同、世游科技、仙宜

岱、泰谷生物、博思特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交投温和回升 

 保险中介向互联网集结：现新三板挂牌潮 冲击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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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495.89 点，下跌 0.37%。（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

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3.30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1.83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1.47 亿元。

新挂牌公司共计 23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1 家。截止 13 日，共有 3193 家挂牌

企业。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9.60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42.67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为 16.83X。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501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379 只，市场整体

换手率为 0.14%。 

 

表 1：8 月 13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1 三板成指 1488.71 10.9 0.74% 

899002 三板做市 1495.89 -5.54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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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 2497 3193 

当日新增家数 0 23 23 

成交股票只数 379 122 501 

成交金额（万元） 18321.57 14705.02 33026.59 

待挂牌总家数 -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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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 主办券商 

833211.OC 海欣药业 
大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口服溶液剂、颗粒剂、干混悬剂

及原料药、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等 
太平洋 

833237.OC 国路安 面向云安全领域,提供产品研发、一体化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等 中信建投 

833246.OC 澳佳生态 腐植酸系列肥料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等 国金证券 

833275.OC 神拓机电 液压类产品和电子电控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安信证券 

833255.OC 西部股份 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招商证券 

833312.OC 行动者 体验式培训服务等 申万宏源证券 

833183.OC 超凡股份 知识产权代理、咨询、信息和商用化服务等 广发证券 

833250.OC 瑞科际 
基于 reCulture 技术的固废再生资源化处理和利用、基于 reCulture 

技术的固废资源再生设备生产、销售及相关配套服务等 
大通证券 

833280.OC 万享科技 蒸发式冷凝器、闭式冷却塔以及压力容器的制造与销售等 西部证券 

833276.OC 竹林居 竹炭系列产品开发、加工、销售;竹、木收购、销售等 浙商证券 

833165.OC 智科股份 智能控制器及开关电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广发证券 

833281.OC 派诺生物 红松子系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 东吴证券 

833111.OC 国泰股份 药品批发业务等 海通证券 

833112.OC 海宏电力 电力行业规划设计及相关咨询服务等 申万宏源证券 

833324.OC 迪赛环保 水性环保表面处理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广发证券 

833293.OC 速达股份 
煤矿液压支架维修再制造、全寿命周期管理专业化服务、配件供

应以及煤机专用液压胶管的加工、销售等 
国金证券 

833304.OC 申昊科技 
智能电网监测设备、配电及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技术服务等 
国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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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63.OC 大承医疗 医疗健康服务,销售养生保健产品等 华福证券 

833331.OC 爱夫卡 汽车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 中信证券 

833334.OC 摩尔股份 现场检验服务、应用研究服务、试验检测服务等 天风证券 

833330.OC 君实生物 
生物医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等 
华林证券 

833113.OC 珍吾堂 
生产销售糖尿病特膳和无糖高点、调味料、饼干、方便面等食品

等 
申万宏源证券 

833206.OC 影达传媒 
影视作品的原创与制作 ,广告设计与制作 ,新媒体综合营销与应用

等 
西藏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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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2970.OC 东海证券 4.26  2161.10  
1150.5

0  
资本市场 

2 832766.OC 沃格光电 15.79  1999.01  126.60  
电子设备、仪器和

元件 

3 831963.OC 明利仓储 4.48  1504.27  340.80  商业服务与用品 

4 430051.OC 九恒星 12.07  890.31  74.00  软件 

5 831320.OC 路骋国旅 15.01  830.10  55.30  专业服务 

6 832675.OC 福达合金 7.82  766.36  98.00  
金属、非金属与采

矿 

7 832568.OC 阿波罗 30.00  685.86  24.50  机械 

8 430618.OC 凯立德 10.00  684.24  68.30  软件 

9 430223.OC 亿童文教 37.20  681.97  19.20  
综合消费者服务

Ⅲ 

10 830999.OC 银橙传媒 26.74  618.73  23.30  
互联网软件与服

务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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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568.OC 阿波罗 30.00 22.20% 机械 

2 831784.OC 贝尔机械 3.60 19.60% 金属、非金属与采矿 

3 831767.OC 知音文化 7.18 14.33% 休闲设备与用品 

4 430041.OC 中机非晶 4.05 13.13% 电气设备 

5 430508.OC 中视文化 6.74 12.33% 媒体Ⅲ 

6 831325.OC 迈奇化学 6.93 10.00% 化工 

7 830814.OC 浩博新材 4.55 9.64% 金属、非金属与采矿 

8 831052.OC 金开利 4.20 7.69% 建筑与工程Ⅲ 

9 831056.OC 千叶药包 6.78 7.11% 制药 

10 430511.OC 远大股份 6.18 
7.11%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

件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6：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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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457.OC 

技冠智能  
周怡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1020 

2015-8-12/2016-8

-11 
贷款 

430187.OC 

全有时代 
曹全有、曹楠 刘景华 375 

2015-8-11/2016-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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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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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诺股份（832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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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30X。本次发

行对象为在册股东及新增投资者。公司所属行业为复合型公用事业。2014 年度，营业收

入为 2146.36 万元，同比增长 54.95%，归母公司净利润为 172.04 万元，同比增长 111.60 %。 

【安美勤（831288.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4.5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 4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0X。本次发行对

象为在册股东及新增投资者。公司所属行业为互联网软件与服务。2014 年度，营业收入

为 288.52 万元，同比增长-4.74%，归母公司净利润为 448.52 万元，同比增长 180.12 %。 

【优创股份（831904.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2.4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14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6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0X。本次

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及新增投资者。公司所属行业为工业机械。2014 年度，营业收入为

2103.19 万元，同比增长-20.61%，归母公司净利润为 126.18 万元，同比增长 151.65%。 

【会友线缆（831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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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0X，公司

前收盘价为 2.23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所属行业为电气部件与设备。2014 年度，营

业收入为 25665.49 万元，同比增长-1.18%，归母公司净利润为 1043.05 万元，同比增长

9.62 %。 

【优睿传媒（430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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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不超过 6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60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及新

增投资者。公司所属行业为广告。2014 年度，营业收入为 1.34 万元，同比增长-99.85%，

归母公司净利润为-106.91 万元，同比增长-269.99%。 

【利美康（832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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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7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64X，公司前收

盘价为 6.00 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海通证券、国信证券及安信证券。 

【北超伺服（831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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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7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0X。本次发

行对象为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东北证券、国海证券。 

【北方空间（830989.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4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3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900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

及北京聚源北方投资管理企业。 

【慧为智能（832876.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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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新余市慧创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公司董、高、监及核心员工。 

【阳光金服（833027.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58.54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34.1634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244X。本

次发行对象为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在线（833384.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3.5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 48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80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卫功德等 18

名自然投资者。 

【中能兴科（832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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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7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6X。本次发

行对象为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毓珊等 1 位法人及不超过 5 位自然人。 

【煌盛管件（831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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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0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30X。本次

发行对象为郑元刚等 34 名投资者。 

【法本信息（832999.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5.50 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7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5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11X。本次发行

对象为夏海燕、黄照程及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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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股份（832922.OC）】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为每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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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万元，定增市盈率为 8X。本次发行

对象为田青、卢晓亮。 

【世能科泰（832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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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5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董、高、

监及核心员工。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同益物流（832412.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不超过 130 万股，

每股价格为 7.0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10 万元。由瑞钢联集团有限公司

认购。 

【众智同辉（832361.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不超过 300 万股，

每股价格为 2.5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 万元。由符合规定的新增投资

者认购。 

【天原药业（832376.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不超过 400 万股，

每股价格为 4.0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 万元。由符合规定的新增投资

者认购。 

【瑞风协同（832744.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不超过 816.56 万

股，每股价格为 4.5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674.52 万元。由东北证劵、

上海淳璞投资管理中心、32 名自然人投资者及 2 名在册股东认购。 

【世游科技（831853.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不超过 11.46 万股，

每股价格为 17.45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由杭州郡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认购。 

【仙宜岱（430445.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3300 万股，每股

价格为 2.49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217 万元。由深圳雅活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 5 名自然人股东认购。 

【泰谷生物（430523.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为 136 万股，每

股价格为 6.1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29.60 万元。由 1 名在册股东和 28 名自

然人投资者认购。 

【博思特（830904.OC）】发布股票认购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不超过 340 万股，

每股价格为 10.5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70 万元。由九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安信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深圳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延安圣和石

油科技有限公司、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经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 1 名

自然人投资者认购。 

 

4.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交投温和回升 

本周以来新三板成交额持续维持在 3.60 亿元以上。昨日新三板成交额较前一交易日小幅

回升至 3.66 亿元。其中，协议转让股交投回暖十分明显，从本周一的 0.87 亿元一路升至

昨日的 1.89 亿元；但做市转让股的昨日成交额跌破了 2 亿元关口，仅有 1.77 亿元，为 8

月 3 日以来的新低。 

新三板做市指数和三板成指昨日双双下跌。三板做市指数以 1508.42 点开盘后便一路震荡

下挫，最低触及 1497.86 点，尾盘跌势小幅收窄，最终收报 1501.43 点，下跌 0.46%。三

板成指昨日亦下跌了 0.57%，收报 1477.81 点。 

昨日发生交易的 521 只新三板股票中，东海证券、沃格光电和燎原药业分别以 6057.40

万元、2998.52 万元和 2588.68 万元的成交额位居前三名。当日新三板共有 225 只上涨，

236 只下跌。涨幅超过 100%的股票共有 5 只，九森林业以 72400.00%的涨幅位居首位。

昨日跌幅超过 50%的股票有 6 只，全部为协议转让股，天膜科技、安达科技和东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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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跌幅位居前三位，分别为 99.75%、81.27%和 73.50%。 

 

保险中介向互联网集结：现新三板挂牌潮 冲击促变革 

保险中介的力量正在向互联网上集结。 

而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保险中介机构赴新三板开讲‚互联网＋‛的故事。自

去年底以来，上海盛世大联保险代理公司、安徽中衡保险公估公司、江苏万舜保险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陆续在新三板挂牌，而目前除了广东盛世华诚保险销售公司正排队在

审，最近还传出了山东齐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互联网车险平台最惠保、互联网保险平

台意时网等计划登陆新三板的消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的推进，中介渠道会被分化，原来相对分散的渠道将

出现逐步集中的趋势，保险中介渠道整体将逐步做大，同时会出现大量兼并重组。‛深圳

靠谱保创始人吴军表示。 

登陆新三板热潮 

7 月 30 日，永诚财险在新三板官网发布公开转让说明书，有望成为国内第一家在新三板

挂牌的保险公司，这也引发了市场对已经更早地登陆新三板的保险中介机构的关注。 

去年 12 月 31 日，盛世大联成为首家挂牌新三板的保险中介机构，此后中衡股份和万舜

股份也分别于今年 3 月 13 日和 5 月 25 日成功挂牌。6 月 30 日，广东盛世华诚保险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材料也出现在新三板官网中，并与永诚财险一起由万联证券推荐。 

‚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已经呈现出经营规模越大的保险代理公司竞争力越强，经营规模较

小且服务质量较差的保险代理公司竞争力越弱的特征，市场主体竞争愈加激烈，市场集

中度进一步提高。‛ 万舜股份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称，公司如不能继续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服务质量，将会直接面临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风险。 

对于选择新三板，一位券商人士则对记者表示，‚与 A 股主板和中小板相比，新三板的

上市门槛低不少，对规模较小的保险中介机构而言是一个比较便利的融资渠道。并且有

品牌效应，一旦有第一家公司成功挂牌，可能就会带动行业内其它公司。‛ 

据悉，意时网已经计划在明年 2 月登陆新三板进行融资，对此其创始人公开表示，一是

为了更快融资扩大公司规模；二是想借新三板来进行公司的股权分臵改革，为未来建立

员工持股平台打下基础；三是为了规范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和财务结构，为以后向创业

板甚至主板转板做好准备；四是为了对公司起到品牌宣传作用。 

目前看来，资本市场上，保险中介也确实受到青睐。公开资料显示，盛世大联在今年初

已经进行两轮定向增发，共计募资 4932 万元，而今年 4 月中衡股份也发布了定增方案，

募集总金额不超过 1 亿元。据万舜股份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投资机构对公司的定增非

常感兴趣。 

令业内更吃惊的是挂牌新三板之后盈利水平的快速增长。号称新三板互联网保险第一股

的盛世大联的中报显示，2015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88.39 万元，同比实现 114%

增长；净利润 1122.47 万元，同比实现 1040%增长。 

而作为区域性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万舜股份则更强调登陆新三板后申请全国性保险中介

专业机构牌照的决心。对于公司的竞争劣势，它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指出，一是公司注

册资本金规模较小，二是公司分支机构数量较少。 

记者了解到，万舜股份的注册资本是 1000 万元，而自 2013 年 4 月，按照保监会要求，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注册资本金调高至 5000 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

‚国内保险中介市场参与者众多，新进入者若想在短时间内构建起具备竞争优势的营销

渠道，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新进入者的壁垒。‛ 万舜股份称，公

司计划在未来 3 年内，通过内生资本和外部融资的方式将公司注册资本金扩大到 5000 万

元，启动全国化的布局，并将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至公估业务、经纪业务等领域。 

互联网冲击促变革 

在市场竞争加剧引发保险中介公司积极投身新三板市场的热潮背后，其实和‚互联网+‛

的影响不无联系。记者注意到，已经在新三板挂牌的以及计划登陆新三板的保险中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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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业务上多与互联网密切相关。 

如盛世大联自 2014 年开始便逐渐从传统的电销代理渠道向互联网转型，而上半年公司业

绩爆发式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来自移动端车险 APP 在全国的扩张。 

相关统计显示，2014 年车险市场规模超过 5000 亿元，网上投保比例 10%，移动端的销售

比例几近为零。但根据盛世大联中报，2015 年 1 月份公司的移动端车险销售额为 3000

万元，6 月份已经有 4500 万元，涨幅接近 50%。并且，公司在向互联网车险销售转型中，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逐年下降，由 2012 年的 18.82%下降到 2014 年的 14.07%。 

‚互联网车险大市场中尚未有大的巨头进入，盛世大联是目前唯一能实现业务落地的公

司，其移动端 O2O 商业模式正在跨地区快速复制，将率先在互联网车险代理行业成长为

高门槛的细分龙头。‛某券商分析师纪云涛认为，随着跨地区业务的复制，盛世大联下半

年移动端的车险销售仍将加快扩张，全年预计移动端加上传统销售额接近 1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5 月，中国保险中介联盟筹备会召开，其中山东齐鲁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作为举办方参会，该公司董事长曹景敏任筹委会秘书长。对此吴军透露，该联盟的

布局重点之一就是互联网保险事业板块，要自建共享的网络平台，这在他看来正是‚渠

道的觉醒‛。 

对于当前保险中介行业的变化，吴军深有感触，认为前两年更多是行业在互联网环境下

的被动之举，而当前则是主动变革的行为越来越多。 

他举例称，上个月有个内地的代理公司负责人主动打电话给他，让其帮忙开发能支持车

险业务的 APP，原因一是内部管理跟不上，二是销售受到了威胁，三是打算联手维修厂

一起提供服务，提议联合多家存在共性问题的代理公司一起开发，以摊低成本。 

‚最可喜的是，这个声音是渠道自主发声，而不是软件供应商上门洗脑的被动结果。‛吴

军表示，在他的观察中，这种现象之前极少，但最近一年已经连续遇到三次，这就意味

着保险渠道变革如果不跟上互联网，生存都会受威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业内频繁传出传统保险公司高管、精算师等出来创业或跳槽

的消息，而其新的工作方向几乎全指向渠道，尤其是互联网保险领域。‚未来应该还会有

更多借助‘互联网+’模式的保险中介企业及保险公司设立。‛一位易三板分析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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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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