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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9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422.22 点，下跌 0.04%。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450.07 点，上涨

0.14%。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11.2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5.39 亿

元，协议转让部分 5.88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27 家，新转为做市

转让的公司共计 3 家。截止 29 日，共有 5074 家挂牌企业，有 1100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35.24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42.78X，

协议转让整体估值 23.09X。共有 886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

转让 653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27%。 

 

 12 月 29 日定增情况： 

 立方控股（833030）、亚太天能（833559）、天劲股份（831437）、

星光影视（834608）、确成硅化（833656）、全景网络（834877）、

垠艺生物（835066）、杰盛通信（831113）。 

 

 重要公司公告： 

 贝特瑞（835185）、起航股份（833380）、世优电气（830827）、

诚盟装备（831031）、宏力能源（832556）、索尔科技（831486）、

慧网通达（430352）、波智高远（430754）、神州电子（832451）、

永继电气（430422）、苏达汇诚（831580）。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 2016 九大措施开辟融资品种新空间 

 大健康产业受资本青睐迎新三板市场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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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9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422.22 点，下跌 0.04%。（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成指指数最终报

收于 1450.07 点，上涨 0.14%。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11.2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5.39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5.88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27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3 家。截止 29 日，共有 5074 家挂牌企业，有 1100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35.24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42.78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 23.09X。共有 886 只股票

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653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27%。 

 

表 1：12 月 29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1 三板成指 1422.22 -0.63 -0.04% 

899002 三板做市 1450.07 1.98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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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3974 5074 

当日新增家数 0 27 27 

成交股票只数 653 233 886 

成交金额（万元） 53928.78 58811.91 112740.69 

待挂牌总家数 - - 278 

申报中总家数 - - 1777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3：12 月 29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 主办券商 

835153.OC 琥崧智能 
流体及粉体化工品自动化生产线的系统集成与 EPC 交钥匙工程技术

服务等 
中泰证券 

835076.OC 普邦担保 融资性担保业务,主要包括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等 国元证券 

834469.OC 东管电力 
高温高压管件、管道模块化预制等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与

销售等 
光大证券 

835222.OC 华鼎团膳 团体供餐、食材销售等 中银国际证券 

835089.OC 爱酷游 移动端应用软件的开发、渠道销售等 西部证券 

835047.OC 中融股份 
BPO(业务流程外包)、 KPO(知识流程外包)等各种金融及咨询服务业

务等 
东吴证券 

834945.OC 英飞网络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 西部证券 

835099.OC 开心麻花 舞台剧、音乐剧以及儿童剧的创作、编排和演出等 中信建投 

835004.OC 维力谷 移动终端天线、射频天线等各类天线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 中信建投 

835060.OC 群晖股份 CMOS 摄像模组等光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安信证券 

835035.OC 华彩信和 景观照明的工程施工与设计等 德邦证券 

835069.OC 德珑磁电 电子元器件及磁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国金证券 

835158.OC 正洁股份 煤炭燃烧促进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招商证券 

834965.OC 伊珠股份 葡萄酒的生产和销售等 恒泰证券 

835070.OC 洁润丝 高分子制版感光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申万宏源证券 

835253.OC 汇邦小贷 发放小额贷款等 国元证券 

835201.OC 奥美达 电子助视器、视光辅具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 国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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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942.OC 安得科技 水质稳定剂、油田助剂等环保型工业助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 中信建投 

835165.OC 嘉尚传媒 机场、铁路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业务等 财通证券 

835167.OC 福座母婴 母婴健康护理服务等 中泰证券 

835254.OC 欢乐逛 
为客户提供涵盖工具、服务、教育等在内的一体化电商服务综合 

解决方案等 
东吴证券 

835146.OC 同欣机械 凸轮轴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等 中信证券 

835072.OC 东海租赁 售后回租业务、直接融资租赁业务、保理业务等 天风证券 

835290.OC 正旭科技 铝合金、镁合金精密铸件的生产及配套精加工和模具设计服务等 东北证券 

835281.OC 翰林汇 IT 产品的销售服务业务等 中信证券 

835174.OC 五新隧装 隧道施工智能装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等 招商证券 

835033.OC 精晶药业 
发酵法生产 L-精氨酸及其系列衍生物、无菌原料药及中药提取物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国泰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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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899.OC 联讯证券 2.85  10270.73  3613.10  做市 资本市场 

2 833711.OC 卓易科技 28.99  6753.39  232.97  协议 信息技术服务 

3 832043.OC 卫东环保 3.97  6714.55  1876.60  做市 机械 

4 834915.OC 津同仁堂 11.71  6438.50  550.00  协议 制药 

5 834793.OC 华强文化 29.00  5655.00  195.00  协议 酒店、餐馆与休闲Ⅲ 

6 834178.OC 金田铜业 1.04  3623.79  3553.80  协议 金属、非金属与采矿 

7 832970.OC 东海证券 10.30  2564.30  256.60  协议 资本市场 

8 831963.OC 明利仓储 4.80  2206.74  458.50  做市 商业服务与用品 

9 834255.OC 上讯信息 12.01  2203.75  183.53  协议 信息技术服务 

10 833914.OC 远航合金 6.75  1697.83  366.90  协议 金属、非金属与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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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360.OC 
竹邦能

源 
3.90  

20.37% 
商业服务与用品 

2 831003.OC 
金大股

份 
2.70  18.94% 休闲设备与用品 

3 831662.OC 
搜才人

力 
12.10  

16.35% 
专业服务 

4 832029.OC 
金正食

品 
4.50  

13.92% 
食品 

5 830885.OC 
波斯科

技 
13.16  

12.10% 
化工 

6 831565.OC 
润成科

技 
3.70  

11.11%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7 832340.OC 
国联股

份 
12.55  10.09%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8 430032.OC 
凯英信

业 
8.58  

9.72% 
信息技术服务 

9 430755.OC 华曦达 11.92  9.36%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10 831743.OC 
立高科

技 
6.30  

8.81% 
机械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6：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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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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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024.OC      

欣智恒        
白玉昆 刘天纬 150 

2015-12-29/2016-01

-28 
担保 

833539.OC      

大方生态         
钟科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寿支行 
910 

收到借款之日起一

年 
借款 

831963.OC      

明利仓储         

广西明利集团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宁民主路支行 
333.4 

2015-12-04/2016-12

-04 
融资担保 

831796.OC      

汉镒资产          

天津海贸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华地时代房地产

有限公司 
1500 

2015-12-25/2016-06

-26 
贷款担保 

833325.OC      

德迈斯         
李俊鹏 

广东融和科技有限公

司 
147 

2015-12-25/2016-07

-31 
个人融资 

833326.OC      

德迈斯 
王岩 

广东融和科技有限公

司 
42 

2015-12-25/2016-07

-31 
个人融资 

832219.OC      

建装业 

深圳市中皇汇

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工商银行深圳高新园

支行 
1000 

2015-12-25 

至解除质押之日止 
借款担保 

831090.OC      

锡成新材 
周锡成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 
8500 

2015-12-24/2018-12

-23 
贷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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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方控股（833030）募资 2 亿元 

公司拟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352 万股（含 35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56.65 元/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发行对象不确定的投资者。 

亚太天能（833559）募资 5880 万元 

本次股票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600 万股（含）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9.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5880 万元（含）。发行对象不确定的投资者。 

天劲股份（831437）募资 1 亿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2.50 元，拟发行不超过 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

发行对象不确定的投资者。 

星光影视（834608）募资 1.1 亿元 

公司拟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1000 万股（含 1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00 元，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含 1.1 亿元）。发行对象不确定的投资者。 

确成硅化（833656）募资 1.302 亿元 

本次股票拟发行不超过 813.75 万股（含），认购价格为 16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1.302 亿元（含）。由安

信乾盛财富管理公司，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公司，广东辰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优

势股权投资基金认购，其余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 

全景网络（834877）募资 1 亿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 元（含 15 元）-21 元（含 21 元）之间，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600 万股

（含 6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 

垠艺生物（835066）募资 72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2000 万股（含 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3.60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200

万元（含 7200 万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 

杰盛通信（831113）募资 3 亿元 

本次认购发行的股份不超过 1.25 亿股，每股价格人民币 2.4 元，认购金额不超过 3 亿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

资者。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贝特瑞（835185）全资子公司出资 1 亿元成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贝特瑞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 亿元。目的：拓宽公司的业务领域，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起航股份（833380）设立并购基金 

起航股份及全资子公司上海起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棕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棕泉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拟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棕泉梧融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并购基金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第一期

募集资金不低于 3000 万元。目的：加快公司在金融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和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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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优电气（830827）出资 2520 万元成立子公司 

公司拟与曹社佩、代云福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湖南世优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25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4.00%。新成立的子公司，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扩大

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子公司将具有国际领先技术的智能电网领域相关解

决方案及相关智能电气产品进行产业化和市场化，也是公司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 

诚盟装备（831031）签订 1345 万元供货合同 

江苏诚盟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江阴市海江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签订了《混炼挤出造粒

机组供货合同书》，合同约定公司向江阴市海江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定制的混炼挤出造粒机组 4 台套，合同总金

额为 1345 万元人民币。该合同对公司的业绩增长提供了保证，对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将产生积极影响。 

宏力能源（832556）签订 3200 万元重大合同 

宏力能源全资子公司山东宏力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与诸城市晟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潍水怡景园能源管理合

同，本合同约定的合作项目为潍水怡景园地热能冷暖能源站委托运营项目，收益周期 20 年，预计总收益为 3,200 万

元。该项目对宏力能源成 迈进大型热泵能源站委托运营领域有重大催动作用，标志着宏力能源成功增加商业模式，

同时极大提高了潍水怡景园地热能冷暖能源站的运行效率，积极促进了诸城市的绿色升级。 

索尔科技（831486）签订 1.518 亿销售合同 

索尔科技与苏州吉姆西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为“吉姆西”提供 1500 套车用锂电池模块系统，分

别于 2016 年 1 月、2 月交付完成，合同总计金额为 1.518 亿元。目前已进入量产阶段。目的：促进公司的品牌提

升，业绩增长，提升索尔在行业内的示范效应。 

慧网通达（430352）1200 万元收购中天一维股权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韩晓舟直接持有的北京中天一维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元的出资，同时以现金方式认购北京

中天一维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50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合计为 12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

有北京中天一维科技有限公司 40%的股权。目的：拓展公司业务领域，打造国内身份识别领域领先企业；实现两个

公司优势资源共享，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波智高远（430754）5.555 亿元重大资产重组 

波智高远向三态速递股东合计发行 5.555 亿股股份用于购买资产，臵出资产和臵入资产臵换后的差额为 5.555

亿元。鹏展万国 100%股权由波智高远以现金形式向 ZHONGBIN SUN 购买。 思睿商贸 100%股权、荣威供应链 

100%股权由波智高远以现金形式向明德 天成购买。本次交易完成后，波智高远将持有鹏展万国、思睿商贸、荣威供

应链、三态 速递 100.00%的股权，标的公司可实现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进一步推动其跨境电商物流的业务发展，并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地位，有助于实现波智高远股东利益最大化。 

复牌 

神州电子（832451）  永继电气（430422） 

停牌 

苏达汇诚（831580） 

 
 

4.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 2016 九大措施开辟融资品种新空间 

【导语】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对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的能力，优化“万众创业万众创新”资本市场环境，

服务实体经济，全国股转系统已经将“优化挂牌审查业务”列为明年九大重点工作的首要工作。 

2016 年将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队伍、完善做市制度。 

2015 年，没有历史包袱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未因为股市异常波动而停止扩容，同时

继续推进制度创新。 

上半年，新三板启用自有信息披露系统，3 月起发布三板成指和三板做市两大指数。下半年，证监会层面支持

新三板发展的文件正式推出；紧随其后，新三板公布市场内部分层方案征求意见稿，为市场创新和差异化监管开辟了

新空间。 

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占比均超过 95% 

自 2013 年底《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国务院决定》)发布以来，

证监会制定部门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监管制度框架和监管要求。目前，已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和

《国务院决定》等法律法规文件为依据，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6 件部门规章和 17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为基础，以 77 件市

场自律规则为主体的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 

一系列制度建设紧紧围绕服务中小微企业这一根本宗旨和监管转型的要求，在准入、发行、交易、公司、机构

等环节进行了制度创新、监管创新、服务创新，拓展了资本市场的层级体系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形成了市场参与

各方的稳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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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轮政策利好影响，2015 年新三板市场实现快速扩容。截至 12 月 23 日，挂牌公司已经突破 5000 家，年内

新增 3400 多家企业。不仅全市场企业数量远超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数量，新增挂牌也已经超过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

数量。 

目前新三板实现了对境内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证监会 18 个门类、84 个大类行业的覆盖，形成了以中小

微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规模。中小微企业占比 95%，小微企业占比 69%，大型企业占比 5%；民营企业占比 96%，国

有企业占比 4%。 

除了市场规模不断扩容之外，今年以来，市场流动性明显快速升温。今年以来，截至 12 月 23 日，挂牌公司股

票成交累计达 1838.76 亿元，是 2014 年全年的 14 倍，其中做市方式转让的股票成交累计达 1064.49 亿元。 

在流动性逐渐提升的基础上，“提升市场流动性水平和价格发现效率”也被列入 2016 年第四大重点工作。据全

国股转系统副总经理隋强介绍，主要从三方面提升市场流动性，一是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队伍；二是适应挂

牌公司差异化较大的特点，坚持并完善多元化交易机制。如将改善并大力发展做市转让方式；三是强化主办券商交易

组织者和流动性提供者功能。 

“另外，市场分层的实施及差异化制度的逐步实现，也将推动市场流动性改善和价格发现效率的提高。”隋强表

示。 

融资规模快速增长品种不断丰富 

市场流动性大幅提升的同时，新三板挂牌企业融资实现了迅猛增长。今年以来截至 12 月 18 日，共有 1809 家

挂牌公司完成 2446 次股票发行，发行 222.99 亿股，融资规模达到 1171.29 亿元，已经远超创业板市场定增规模。 

今年以来，在全市场定增募集资金现井喷之外，新三板推出了优先股发行业务指引，丰富了挂牌企业融资品种。 

与此同时，“丰富市场融资品种”被列为 2016 年第二大重点工作。隋强表示，一是发展适合中小微企业的债券

品种，制订发布“非公开发行债券业务细则”，实现挂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在新三板挂牌转让，并结合市场

分层研究推动挂牌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试点。目前，《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细则(试行)》已起草完毕。二是研

究制订“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服务相关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并将资产支持证券在新三板挂牌转让，目前已形

成初稿。三是分步开展挂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试点，先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开展线下试点，稳步向前推进。目前，线

下试点的方案和配套规则已基本完成。四是完善优先股的规则体系和技术支持，制订优先股发行备案文件的审查要点

和审查工作流程，加快优先股转让涉及的技术系统开发测试等工作，尽快实现转让功能。 

2016 年敲定九大重点工作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对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的能力，优化“万众创业万众创新”资本市场

环境，服务实体经济，全国股转系统已经将“优化挂牌审查业务”列为明年九大重点工作的首要工作。 

隋强表示，2016 年主要从四个方面优化挂牌审查业务。一是梳理优化审查流程，明确各环节时限与工作要求，

管控审查时限，提高审查效率。二是实行分行业审查，修订“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及格式指引”，完善一般行业信息

披露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三是优化审查工作全程信息公开机制，全程公开公示。四是强化监管。 

“规范主办券商推荐业务底稿存管方式，在目前纸质留痕的基础上，建立推荐业务底稿电子化存管平台，制订

配套规则，实现推荐业务的过程留痕、电子见证和云端存储，该项措施将于 2016 年上半年开始实施。”隋强透露。 

近期，新三板市场内部分层方案已经完成征求意见，这意味着被视为市场制度创新基础的最终分层方案有望正

式公布。 

除了上述工作外，其他重点工作包括完善股票发行制度、完善主办券商制度、推动区域市场运管机构开展推荐

业务试点及挂牌公司向创业板转板试点、加强市场监管、持续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实施全国股转系统内部分层和差

异化管理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2016 年将鼓励挂牌同时发行。在证监会修订《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放开挂牌同时

发行新增股东人数 35 人限制的基础上，配套制订“挂牌同时股票发行业务规定”，鼓励公司在取得挂牌同意函的同

时向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 

2016 年将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推荐业务试点。全国股转系统将在证监会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制订区域性股权

市场运营管理机构开展推荐业务的管理规则，明确具体条件和日常管理要求。同时，全国股转系统将在证监会的统筹

安排下，积极配合推进挂牌公司向创业板转板试点工作。 

“全国股转系统将在充分听取市场意见建议基础上完善市场分层方案，并将制订挂牌公司分层管理业务细则，

推进技术支持工作，计划于 2016 年 5 月份正式实施市场内部分层。”隋强表示。 

 

大健康产业受资本青睐迎新三板市场投资机遇 

【导语】2015 年 12 月 27 日，由北拓投资与世诺资本、硅谷高创会、WNPLS 联合主办的“筑梦大健康聚焦新

三板”峰会在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举行。 

北拓投资与世诺资本强强联合，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只规模为 10 亿的新三板医疗大健康专项基金——北拓世诺基

金。 

2015 年 12 月 27 日，由北拓投资与世诺资本、硅谷高创会、WNPLS 联合主办的“筑梦大健康聚焦新三板”峰

会在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举行。来自于海内外大健康行业的专家、投资人、及企业家们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我国大健

康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基于新三板市场的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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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看，医疗健康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总规模将超过 8 万

亿元，有业内人士指出，健康产业将成为继 IT 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不断完善的基础医疗保障体系和持续

推进的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各级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都为医疗健康产业营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健康中国”已成为现阶段的基本国策。 

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医药行业挂牌公司共 307 家，平均市值 9.22 亿元，平均营业收入 1.05

亿元，平均净利润 1172 万元，这片“蓝海”的投资价值变得更加具象、丰满。 

北拓投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首家专注于新三板的精品投行与资产管理机构，积累了大量的医疗健康领域新三板

成功投资案例，并且具有国际化的资源和人才储备，助力企业腾飞发展。 

27 日的峰会现场，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从医疗服务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中国民营医

院和医疗服务机构的现状以及投资发展机遇。 

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张自然先生也讲到由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国际上对中国中医药行业的重视，

引发了大量金融资本的强烈关注，新三板市场是现阶段中国中医药行业走向资本市场的最佳沃土。 

在此契机下，北拓投资与世诺资本强强联合，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只规模为 10 亿的新三板医疗大健康专项基金—

—北拓世诺基金，精选项目、规范投资、专业管理，助力企业实现资产、品牌的全面发展。 

与此同时，北拓世诺基金，还与美国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组委会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旨在整合国际性的专业资源，结成长期共同发展联盟，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美国硅谷高创会的执行主席雷虹女士认为，健康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关注的，如何为国民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各

国政府有效的政策调控以外，还需要大力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扶持医疗大健康企业。既要把国际上优质的资金、项

目、技术引流到国内，也必须帮助国内优质的医疗健康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中小医药企业通过新三板市场，不仅扩大

了规模，通过挂牌，成为公众公司后，还会受到国内外资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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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_Addr ess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深圳市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7 层 

邮  编： 518026 

上海市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16层 

邮  编： 200123 

北京市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9 层 

邮  编： 100034 

 

Tab le_Sales 

 销售联系人  
上海联系人 侯海霞 021-68763563 houhx@essence.com.cn 

 许敏 021-68762965 xumin@essence.com.cn 

 孟硕丰 021-68766287 mengsf@essence.com.cn 

 潘艳 021-68766516 panyan@essence.com.cn 

 朱贤 021-68765293 zhuxian@essence.com.cn 

北京联系人 李倩 010-59113575 liqian1@essence.com.cn 

 周蓉 010-59113563 zhourong@essence.com.cn 

 温鹏 010-59113570 wenpeng@essence.com.cn 

 张莹 010-88888888 zhangying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胡珍 0755-82558073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0755-82558044 fanhq@essence.com.cn 

 孟昊琳 0755-82558045 menghl@essence.com.cn 

 张青 0755-82821681 zhangqing2@essence.com.cn 

 邓欣 0755-82821690 dengxin@essen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