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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制度有望年内推出 适应市场结构性；国企改革拉开大幕 

新三板助其资产证券化；三板指数样本股大换血。 

2.本周市场交易概况 

上周（9 月 14 日至 9 月 18 日），周成交量达到 39571.45万

股，周成交金额达到 19.57 亿元，日均成交金额为 3.91 亿元，较

上周减少 0.02亿元，日均成交个股数量达到 529只，较上周减少

12 只。上周新增做市转让公司 27 家，新三板做市转让标的达到

822 只。上周做市转让周成交量达到 20703.99 万股，周成交金额

达到 12.96 亿元，较上周增加 2.48 亿元。上周新增协议转让公司

24 家，新三板协议转让标的 2671 只。上周协议转让总成交量达

18867.46 万股，总成交金额达到 6.61 亿元，较上周减少 3.10亿

元。 

3.新挂牌公司情况 

上周新三板新增挂牌公司51家，目前挂牌公司总数达到3493

家。从行业分布来看，目前已挂牌公司数量最多的行业前五名分

别为工业、信息技术、材料、可选消费和医疗保健，其中工业和

信息技术挂牌公司数量分别有 1055 家和 1012 家，占比分别为

30.12%和 28.89%。 

4.定增融资情况 

上周新三板共有 44 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融资金额达 14.03

亿元。从发行对象来看，以现有股东、做市商或定向个人作为发

行对象的“定向”增发项目有 34 家，非特定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

者均可参与的“非定向”增发项目有 10 家。 

5.业绩披露情况 

上周有 2 家公司披露 2015 年半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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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闻概览 

1.1 分层制度有望年内推出 适应市场结构性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副总经理隋强 19 日在成都表示，新三板要适应市场的结构性、层次性的

变化和内生需要，研究确定内部分层的基本原则、实施方案和相关制度安排，择机实施市场内部分层。 

“新三板要适应市场的结构性、层次性的变化和内生需要，研究确定内部分层的基本原则、实施方

案和相关制度安排，择机实施市场内部分层。”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副总经理隋强 19 日在成都表

示，这项工作将在年内启动。        

在当日举办的“2015 年全国民营经济发展合作促进大会”上，隋强就“新三板与小微企业发展”的主题

进行演讲。据他介绍，截至今年 8月 31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已达 3359 家，比 2014 年年底增长 113.68%，

在审企业 1159 家，已与券商签约、正在改制、完成股改、通过券商内核的拟挂牌企业共有 6000 家左右，

业已形成我国目前最大的基础性证券市场。 

1.2 国企改革拉开大幕 新三板助其资产证券化 

9 月 13 日晚，备受关注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发布，

《指导意见》指出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

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 

在众多新三板的挂牌公司中，国资背景企业的中期业绩较为引人注目。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133

家国资背景的企业如期披露了 2015 年半年报，累计实现净利润 31.08 亿元，仅 29 家企业亏损。在业内

人士看来，随着国企重组和国资改革步调的加快，新三板或将成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低成本实施改革的重

要资本平台。 

1.3 三板指数样本股大换血 

9 月 15 日，全国股转系统再次对三板成指和三板做市的样本股的名单进行了调整，并于当日生效。

在本轮调整中，三板成指样本股和三板做市指数样本股纷纷扩容。同时，两大指数样本股也经历了“换

血”，54 家企业被调出成指样本股，20 家企业出局做市样本股。据悉，根据三板指数规则，其被剔除的

原因主要包括“市值和成交金额的综合排名较低”等三方面。 

在全国股转系统最新披露的数据中，有 54 家企业被剔出成指样本股，其中包括和氏技术、中一检

测和北京航峰等企业。同时，另有 284 家企业首次入围，其中不乏安达科技、益盟股份、海航冷链和瑞

德设计等明星企业。 

三板做市样本股方面，其规模由 6 月 12 日调整后的 182 只增加至最新的 331 只，此数据在今年 3

月 18 日仅为 105 只。相比于 6 月份的三板做市样本股中，有 20 家企业被调出样本股，其中就包括金天

地、赞普科技和掌上通等个股。而先临三维、金达莱和基康仪器等明星股赫然出现在 9 月 15 日公布的

名单中。同时，此次新入围三板做市样本股名单的新三板企业共有 159 家，联讯证券、分豆教育、基美

影业等近一个季度来交易活跃的公司。 

2.本周市场交易概况 

2.1 市场整体交易情况 

上周（9 月 14 日至 9 月 18 日），周成交量达到 39571.45万股，周成交金额达到 19.57 亿元，日均

成交金额为 3.91 亿元，较上周减少 0.02 亿元，日均成交个股数量达到 529只，较上周减少 12只。其

中，个股成交金额前 5 名分别为明利仓储、联讯证券、融信租赁、洁昊环保、东海证券，个股涨幅前 5

名分别为天衡股份、搜装科技、华绿生物、领耀科技、华工创新，个股跌幅前 5名分别为汇元科技、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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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文化、安达科技、爱珂照明、鑫森海。 

图表 1：新三板历史成交量和成交额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2：新三板成交金额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1963.OC 明利仓储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5.49 15,841.81 3,392.50 -0.43 

830899.OC 联讯证券 金融业 35.57 15,039.06 7,362.60 -3.76 

831379.OC 融信租赁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4.79 9,739.82 1,130.20 -8.09 

831208.OC 洁昊环保 制造业 3.67 8,612.05 367.20 -5.01 

832970.OC 东海证券 金融业 136 7,983.44 680.10 465.22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3：新三板涨幅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1489.OC 天衡股份 制造业 0.36 9.00 3.00 29,900.00 

430193.OC 搜装科技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29.45 137.00 29.50 9,900.00 

832838.OC 华绿生物 农、林、牧、渔业 1.26 610.64 74.60 1,775.00 

832312.OC 领耀科技 批发和零售业 3.51 18.80 1.00 1,346.15 

430615.OC 华工创新 制造业 0.18 60.00 20.00 1,100.00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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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新三板跌幅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2028.OC 汇元科技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27 149.29 14.30 -85.09 

831643.OC 仙剑文化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12 422.55 421.85 -83.33 

830809.OC 安达科技 制造业 1.01 57.90 55.50 -81.82 

830959.OC 爱珂照明 制造业 0.05 100.00 50.00 -80.00 

830848.OC 鑫森海 制造业 1.78 11.10 0.70 -80.00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2.2 做市转让交易情况 

上周新增做市转让公司 27 家，新三板做市转让标的达到 822 只。上周做市转让周成交量达到

20703.99 万股，周成交金额达到 12.96 亿元，较上周增加 2.48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标的成交金额前 5

名分别为明利仓储、联讯证券、融信租赁、洁昊环保、益盟股份，周涨幅前 5 名分别为众志和达、成达

兴、中北通磁、河北亚诺、尔格科技，周跌幅前 5 名分别为兴恒隆、黔驰信息、易点科技、河源富马、

汇鑫嘉德。 

图表 5：上周新增做市公司一览 

证券名称 做市起始日 证监会行业 做市券商 

升禾环保 2015-09-14 公共设施管理业 上海证券,国海证券,招商证券 

益盟股份 2015-09-1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光大证券,东兴证券,海通证券,

东方证券,华安证券,上海证券,

兴业证券 

圣兆药物 2015-09-14 医药制造业 
浙商证券,光大证券,国信证券,

兴业证券 

观典航空 2015-09-1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中信建投,齐鲁证券,中信证券,

华融证券,东北证券 

河北亚诺 2015-09-1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方正证券,财富证券,银河证券 

黔驰信息 2015-09-1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招商证券,海通证券 

众志和达 2015-09-1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西部证券,国联证券 

中北通磁 2015-09-1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银河证券,山西证券 

明德生物 2015-09-15 医药制造业 天风证券,东方证券 

高士达 2015-09-1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兴业证券,招商证券 

卓越信通 2015-09-1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英大证券,齐鲁证券,兴业证券,

国信证券 

维艾普 2015-09-1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中山证券,东吴证券,广发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 

山大合盛 2015-09-1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南京证券,山西证券 

兴恒隆 2015-09-1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华福证券,广发证券 

欧力配网 2015-09-1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华福证券,广州证券,万联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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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达 2015-09-1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兴业证券,德邦证券,华鑫证券,

万联证券,南京证券 

天原药业 2015-09-16 医药制造业 财达证券,广发证券,九州证券 

雷腾软件 2015-09-17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国泰君安,兴业证券 

点动股份 2015-09-17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中原证券,东莞证券 

香塘担保 2015-09-17 商务服务业 
国盛证券,德邦证券,兴业证券,

华福证券 

道一信息 2015-09-1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中信建投,方正证券,安信证券,

广发证券 

福达合金 2015-09-1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东方证券,

财富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平安

证券 

高德信 2015-09-1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华安证券,东兴证券,中银国际

证券 

成达兴 2015-09-1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华福证券,兴业证券 

阿迪克 2015-09-18 仪器仪表制造业 天风证券,大通证券 

天佳科技 2015-09-18 仪器仪表制造业 
天风证券,东北证券,申万宏源

证券,九州证券 

吉芬设计 2015-09-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广发证券,齐鲁证券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6：做市转让历史成交量和成交额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7：做市转让个股成交金额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1963.OC 明利仓储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5.49 15,841.81 3,392.50 -0.43 

830899.OC 联讯证券 金融业 35.57 15,039.06 7,362.60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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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379.OC 融信租赁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4.79 9,739.82 1,130.20 -8.09 

831208.OC 洁昊环保 制造业 3.67 8,612.05 367.20 -5.01 

832950.OC 益盟股份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51.13 7,169.19 447.80 -7.50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8：做市转让个股涨幅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0942.OC 众志和达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48 5.62 0.70 689.00 

831884.OC 成达兴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37 7.37 1.50 75.00 

830913.OC 中北通磁 制造业 3.79 1.12 0.20 60.00 

831730.OC 河北亚诺 制造业 0.41 10.46 1.30 57.68 

832208.OC 尔格科技 制造业 0.15 130.30 17.40 49.68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9：做市转让个股跌幅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1280.OC 兴恒隆 制造业 1.01 13.62 3.16 -47.74 

831694.OC 黔驰信息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30 5.40 1.80 -30.41 

831679.OC 易点科技 制造业 0.14 41.56 8.60 -27.75 

430482.OC 河源富马 制造业 0.93 7.67 2.00 -23.33 

831082.OC 汇鑫嘉德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1.66 23.46 3.50 -21.74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2.3 协议转让交易情况 

上周新增协议转让公司 24 家，新三板协议转让标的 2671 只。上周协议转让总成交量达 18867.46

万股，总成交金额达到6.61亿元，较上周减少3.10亿元。其中，个股成交金额前5名分别为东海证券、

恒信玺利、欧林生物、福建国航、中国康富，个股涨幅前 5名分别为天衡股份、搜装科技、华绿生物、

领耀科技、华工创新，个股跌幅前 5 名分别为汇元科技、仙剑文化、安达科技、爱珂照明、鑫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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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协议转让历史成交量和成交额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11：协议转让成交金额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2970.OC 东海证券 金融业 136 7,983.44 680.10 465.22 

832737.OC 恒信玺利 批发和零售业 5.94 6,377.80 579.80 0.00 

833577.OC 欧林生物 制造业 2.43 3,041.25 1,126.25 0.00 

833171.OC 福建国航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2.08 2,020.00 2,000.00 0.00 

833499.OC 中国康富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10.13 2,008.97 1,550.90 12.60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12：协议转让个股涨幅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1489.OC 天衡股份 制造业 0.36 9.00 3.00 29,900.00 

430193.OC 搜装科技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29.45 137.00 29.50 9,900.00 

832838.OC 华绿生物 农、林、牧、渔业 1.26 610.64 74.60 1,775.00 

832312.OC 领耀科技 批发和零售业 3.51 18.80 1.00 1,346.15 

430615.OC 华工创新 制造业 0.18 60.00 20.00 1,100.00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13：协议转让个股跌幅前 5 名 

代码 名称 所属行业 
流通市值 

（亿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 

832028.OC 汇元科技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27 149.29 14.30 -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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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643.OC 仙剑文化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12 422.55 421.85 -83.33 

830809.OC 安达科技 制造业 1.01 57.90 55.50 -81.82 

830959.OC 爱珂照明 制造业 0.05 100.00 50.00 -80.00 

830848.OC 鑫森海 制造业 1.78 11.10 0.70 -80.00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3.新挂牌公司情况 

上周新三板新增挂牌公司 51 家，目前挂牌公司总数达到 3493 家。从行业分布来看，目前已挂牌公

司数量最多的行业前五名分别为工业、信息技术、材料、可选消费和医疗保健，其中工业和信息技术挂

牌公司数量分别有 1055 家和 1012 家，占比分别为 30.12%和 28.89%。 

图表 14：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历史变化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图表 15：新三板挂牌公司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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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增融资情况 

上周新三板共有 44 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融资金额达 14.03 亿元。从发行对象来看，以现有股东、

做市商或定向个人作为发行对象的“定向”增发项目有 34 家，非特定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均可参与

的“非定向”增发项目有 10 家。 

图表 16：本周定增融资公司一览 

公司名称 发行价格 
融资金额 

（万元） 
发行对象 

安徽凤凰 2.5 310 定向 

无锡环卫 1.28 4246.52 定向 

奔腾集团 1.2 6506.5 定向 

同辉佳视 2.4 2400 定向 

亚克股份 1 1000 定向 

欧迈机械 2.5 500 定向 

网智天元 10 4500 定向 

喜宝动力 1.75 472.5 定向 

福慧科技 5 2110 非定向 

高曼重工 1 4655.1 定向 

华源磁业 4 3200 定向 

新昶虹 3 3600 定向 

赛德盛 2.26 891.3 定向 

爱珂照明 2 2422 定向 

铜官府 2 600 定向 

中移能 1.04 546 定向 

中钢网 12-16 16000 定向 

汉博商业 20.25 6300 定向 

新安洁 15 3600 定向 

灵动微电 6.25 2000 定向 

百逸达 2.3 591.29 定向 

泉源堂 6 670 定向 

德安股份 1.3 2600 非定向 

东南药业 11 550 定向 

环申包装 2.5 1000 定向 

速原中天 2.8 610.4 定向 

科雷斯普 8.67 1734 定向 

斯科电气 1.2 720 定向 

汇通华城 2.5 2500 定向 

景安网络 5.6 1120 定向 

西格码 5.5 2640 定向 

天罡股份 18.5 2497.5 定向 



 
 

研究源于数据 11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方正新三板市场周报 
 

温迪数字 16 1320 定向 

悦为电商 11.8 1500 定向 

和佐股份 2.2 924 定向 

博安达 10.00 1300 定向 

电通微电 2.00 740 定向 

索尔科技 15.18 5009.4 定向 

恒康达 10.80 302.40 定向 

德马科技 6.13 1839 定向 

瑞琦科技 3.00 1500 定向 

博世德 1.80 1229.76 定向 

佳保安全 1.50 28.95 定向 

富特股份 4.00 468 定向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注：若该定增项目除现有股东、做市商以外的非特定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均可参与，则视为“非定向”项

目，否则为“定向”项目。 

5.业绩披露情况 

上周有 2 家公司披露 2015 年半年报。 

图表 17：本周新发布半年报公司一览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收入增幅 

净利润 

（万元） 
净利润增幅 公司简介 

群龙股份 5936.51 5.38 142.33 85.83 制造业 

华恒股份 9984.80 -35.06 -1488.20 -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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