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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新三板日报（新三板分层制将近 监管层掌控“分数线”） 
Tabl e_Summar y 

 ■5 月 17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191.74 点，上涨 0.10%。（安

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220.59 点，上涨 0.57%。

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6.21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3.94 亿元，协议转让

部分 2.27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29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6

家。截至 17 日，共有 7196 家挂牌企业，有 1510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2.68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30.39X，协

议转让整体估值 18.42X。共有 985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768

只。整体年均换手率 18.50%。 

 

■5 月 17 日定增情况： 

大承医疗（833263）流金岁月（834021）康泰医学（835604）国润

新材（833435）欧鹏巴赫（836765）德威股份（833308）海盈科技（834159）

海积信息（833521）创富港（836090）康普化学（834033） 

 

■重要公司公告： 

节水股份（835283）北国传媒（832647）鲁电节能（834625）凌志环保

（831068）决胜网（836544）心动网络（83389）仙果广告（834136）

捷昌驱动（830948）诚盟装备（831031）同心传动（833454）雅迪力特

（834881）凯福瑞（835802）微传播（430193）德威股份（833308）双

翼科技（836301）捷昌驱动（830948）源大股份（835107）新时空（837008）

亿能电力（837046）翔龙科技（836809） 

 

■新三板重要新闻： 

 2016 成新三板并购的“大风口” 

 全球中产阶级财富总额前 10 排名 中国第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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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5 月 17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191.74 点，上涨 0.10%。（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

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220.59 点，上涨 0.57%。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6.21 亿元，其中做市转

让成交 3.94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2.27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29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

共计 6 家。截至 17 日，共有 7196 家挂牌企业，有 1510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2.68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30.39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 18.42X。

共有 985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768 只。整体年均换手率 18.50%。 

表 1：5 月 16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2 三板做市 1191.74  1.21  0.104% 

899001 三板成指 1220.34 6.92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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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5686 7196 

当日新增家数 0 29 29 

成交股票只数 768 211 979 

成交金额（亿元） 3.94 2.27 6.21 

待挂牌总家数 - - 320 

申报中总家数 - - 2200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3：5 月 16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主营业务 主办券商 

837361.OC 识代运筹 
大数据管理平台及应用、数据营销应用产品及服务以及数据分析与洞察

报告产品及服务的研发与销售等 
东北证券 

837075.OC 环宇环保 
净化除尘系统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其他备件的销售,以及油母页

岩小颗粒压球技术开发及配套生产线建设业务等 
海通证券 

836634.OC 亚太环保 
环境工程项目服务、环保设计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及污水设施运营服务

等 
国泰君安 

836947.OC 湛卢科技 有色金属产品的设计、压铸、机械加工和总成装配等 长江证券 

836988.OC 都美股份 有线电视电缆和通信电缆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 国泰君安 

836800.OC 海钰生物 
公司以硫酸软骨素、葵玛利健、增加骨密度胶囊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

为主营业务等 
申万宏源证券 

837123.OC 国爱传媒 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业务等 安信证券 

836794.OC 嘉德永丰 

专业提供行业应用软件开发服务,即在充分了解、分析客户具体经营管理

特点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开发构建符合其行业特点、业务特色的协同管

理、工作平台软件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服务等 

招商证券 

837310.OC 至精船管 船舶管理、试航等 国融证券 

837419.OC 金彩虹 
办公类、家电类、数码类、工业类产品塑料外观结构件(塑胶制品)和模具

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 LED 灯的生产、销售(子公司经营)等 
华创证券 

837462.OC 华名华居 
系列化中式硬木家具精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名贵硬木原料、锯材的进

口和批发等 
中信建投 

837319.OC 万相融通 铁路信息系统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等 西南证券 

837420.OC 雅士林 衬衫、马甲的 OEM 生产和销售等 东莞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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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安信证

券研究中心，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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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4：交易金额前十 
 

序号 代码 名称 现价 
交易金额（万

元） 

交易量（万

股） 
转让方式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1963.OC 明利股份 4.64  9656.10  2092.30  做市 商业服务与用品 

2 833010.OC 盛景网联 32.51  5282.41  162.49  协议 专业服务 

3 830899.OC 联讯证券 2.37  3701.69  1564.70  做市 资本市场 

4 831345.OC 海特股份 7.10  2109.02  300.50  做市 纺织品、服装与奢侈品 

5 430270.OC 易点天下 35.11  2001.27  57.00  协议 机械 

6 832051.OC 经证投资 8.01  1446.18  177.20  做市 多元金融服务 

7 835326.OC 神农制药 5.00  1350.00  270.00  协议 制药 

8 830931.OC 仁会生物 47.20  1035.07  22.40  做市 生物科技Ⅲ 

9 830809.OC 安达科技 11.01  974.63  88.40  做市 化工 

10 833875.OC 博信通信 4.80  960.00  200.00  协议 无线电信业务Ⅲ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5：5 月 16 日股权质押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股东名称 质押权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起始日期 质押截止日期 质押事由 

430033.OC 彩讯科技 莫美明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中关村支行 
900.00  2016/5/11 2019/5/10 贷款 

835265.OC 同禹药包 王禹沪 
大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76.10  2016/5/16 2019/5/11 申请借款 

430193.OC 微传播 周驹悦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1325.00  2016/5/13 无 个人贷款 

837421.OC 以太网科 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东方花旗证券 

837222.OC 云能中汇 招标代理业务等 红塔证券 

837476.OC 天域梯业 电梯的销售、安装及维修保养等 西部证券 

837481.OC 上海方德 
公司主要从事电联保护产品的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提供完整的机械设

备、电气设备、工程安装的全方位以及系统的电联保护方案等 
上海证券 

837349.OC 苏益电器 

公司作为智能配网完整解决方案的专业提供商,主要从事低压开关、低压

电路保护装置、智能终端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应完整的

综合解决方案服务等 

中信建投 

837306.OC 全安药业 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兴业证券 

837357.OC 飞触科技 液晶显示屏及触摸屏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 广发证券 

837360.OC 洞察力 提供品牌管理及市场营销策略一体化解决方案等 西南证券 

837328.OC 飞鸽友联 挤塑设备生产线、吹瓶设备生产线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中银国际证券 

837491.OC 东西方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是提供专业出国留学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机构,根据

学生需要可为其提供国际预科教育、外语培训、出国留学咨询及国际文

化交流等多项内容的专业化服务,同时也与众多国外高等院校建立了长

期的合作关系,为其推送国内的优质生源等 

中信建投 

837287.OC 微诺时代 

公司专注于云计算、作业自动化系统、容量管理系统、数据库一体机管

理系统等技术领域,立足于交通行业信息化应用软件的研究开发、运维与

销售、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以及其他增值服务等 

广发证券 

837450.OC 多美股份 手工地毯、配饰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机织地毯的配套销售等 东吴证券 

837510.OC 明辉股份 蔬菜、水果、农产品、水产品、鲜肉等商品的销售及配送服务等 江海证券 

837411.OC 华宇工艺 
柳、木、竹、藤、草等为主要原料的柳编家居工艺品的设计、生产和销

售等 
招商证券 

837534.OC 中坤股份 

电气设备的研发、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研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机电产品研发;电力电子元器件、电子元件及组件、通用和专用仪器仪表

的元件、器件、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的制造;电子元器件、仪器仪

表的批发;通用仪器仪表、机电设备、电子元件及组件的销售等 

天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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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899.OC 佛瑞德 谢一瑞 
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

公司 
250.00  2016/5/16 2017/5/16 贷款 

836377.OC 立义科技 杨立义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分行 
894.60  2016/2/23 2025/12/31 

补充日常经营流 

动资金、购买机

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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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承医疗（833263）募资 2.7 亿元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50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18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7 亿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87 元/股，本次发行

实现市盈率为 20.71 倍。 

 

流金岁月（834021）募资 1.3 亿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数量预计不超过 1000 万股，发行价格区间为每股 11 元-13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1.3 亿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59 元/股，

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18.64-22.03 倍。 

 

康泰医学（835604）募资 1.21 亿元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575 万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00 元/股，募集资金不

超过 1.21 亿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70 元/股，本

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29.86 倍。 

 

国润新材（833435）募资 7200 万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数量预计不超过 2400 万股，发行价格区间为每股 2.51 元-3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7200 万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19 元/

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12.88-15.39 倍。 

 

欧鹏巴赫（836765）募资 52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325 万股，发行价格为不超过每股人民币 1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200

万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 

 

德威股份（833308）募资 54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200 万股普通股，发行价格拟定为 4.5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5400 万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12 元/

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37.94 倍。 

 

海盈科技（834159）募资 50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总数不超过 300 万股，本次定向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67 元，预计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24

元/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68.52 倍。 

 
 

海积信息（833521）募资 4000 万元 

本次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股票不超过 315 万股，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不低于 12.00

元，不高于 15.00 元，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 

 

创富港（836090）募资 25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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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发行股份不超过 102.64 万股，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5.00 元，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

民币 2566 万元。由深圳市长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华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敏等 3 名自然人投资者认购。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42 元/股，本次发行实现

市盈率为 60.16 倍。 

 

康普化学（834033）募资 2210 万元 

公司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26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8.5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为不超过人民币 2210

万元。发行对象为不确定投资者。根据公司最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46 元/股，本次发行实

现市盈率为 18.55 倍。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节水股份（835283）2934 万元参股子公司 

公司拟与农安县自来水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吉林省安龙水务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326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93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00%。本次拟投资公司

将有效拓展供水和净水处理业务，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北国传媒（832647）2000 万元设立基金 

公司拟与北国华盖（辽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辽宁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共同设立辽宁

新兴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为 1.9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0.2

亿元，约占出资额的 10.53%。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与公司自身产业具有协同性，有利于公司

通过投资基金发现优质项目和人才资源，寻找到优质并购标的，更好满足公司产业发展和资本市

场的多样化。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

生积极影响。 

 

鲁电节能（834625）1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余热暖民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山东省平阴县，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0 万元。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将实现公司在异地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为公司未来

的经营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凌志环保（831068）签订 1.66 亿元重大合同 

公司与西藏藏青工业园清源水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项目名称为西藏藏青工业园清源污

水处理厂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为 1.66 亿元。上述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工作

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决胜网（836544）1800 万元收购股权 

公司以人民币 1800 万元收购陈栩、吴欣还所持有的北京乐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

司收购其股权将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结合公司本身用户基数庞大的优势，对乐道的收购，将极

大推进公司境内外游学业务的开展，游学业务本身具有高客单价高毛利的特点，所以本次收购将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实力。 

 

心动网络（83389）收到股转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决定书 

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长黄一孟、信息披露负责人樊舒旸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收

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关于对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警示函、对黄一孟及

樊舒旸采取约见谈话并提交书面承诺的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16〕107 号）。

经查明，公司存在 

挂牌前对关联方借款事项未披露、挂牌前向子公司增资事项未披露问题。 

 

仙果广告（834136）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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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 

 

捷昌驱动（830948）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 元人民币

现金。 

 

诚盟装备（831031）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3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0.37%,可转让时间为 2016年 5

月 24 日。 

 

同心传动（833454）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1733.7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22.71%,可转让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9 日。 

 

雅迪力特（834881）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收到副总经理王瑞平先生递交的辞职报 

告，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王瑞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2%。 

 

凯福瑞（835802）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收到科研总监张景峰递交的辞职报告。该辞职科研总监持有公司

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张景峰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停牌：微传播（430193）、德威股份（833308） 

复牌：双翼科技（836301）、捷昌驱动（830948）、源大股份（835107）、新时空（837008）、

亿能电力（837046）、翔龙科技（836809） 

 

4. 新三板重要新闻 
2016 成新三板并购的“大风口” 

（来源：新三板在线） 

【导语】政策上的红利，优质的企业资源，以及挂牌企业数量上的优势，使得新三板成为资

本市场并购重组的项目池。2016 年新三板迎来一个“猪也能飞”的并购重组大风口。 

如果说 2015 年是新三板并购重组的元年，那么 2016 年就是新三板并购重组的爆发年，也是

国内整个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主战场。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佐证这一论断。 

2015 年全年，股转公司涉及完成并购重组的事项为 508 个，交易金额共计 127.55 亿元。而

之前的 2014 年，整个新三板只有 35 个涉及资产重组的公告，总交易金额仅 14.91 亿元。 

但在 2016 年截至到 4 月 26 日，股转公司共出现 578 个关于资产重组的公告，总交易金额

216.62 亿元。仅仅四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并购规模。 

按照这一趋势，今年新三板重组案例将上升到 1700 多个，尽管在交易总量上还无法和 A 股

市场相比，但在数量上，2016 年新三板市场的并购数有望超过主板市场。 

并购大风口 

过去的 2015 年，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并购案例已经为市场瞩目。 

单看九鼎集团并购 A 股上市公司中江地产的金额高达 88.24 亿元，已经与主板公司并购并不

逊色。另外的中科招商出售阔绰，出资 60 多亿元收购了 16 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其中在海联讯是

第一大股东。 

放眼新三板市场，各种并购技巧比比皆是。有的是现金收购，有的是发行股份方式，有的是

现金加定增，有的是换股吸收合并，等等不一而足。 

而并购之后产生的财富效应比主板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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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雄互娱为例，其在完成重组后，股价从今年的 3 月 22 日最低 1.33 元暴涨到 4 月 22 日

的 160 元，仅仅一个月时间翻了 120 倍。如果当初投资 10 万元，一个月后就是 1200 万，简直是

天方夜谭。 

另一个例子是，深圳市子午康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借壳波智高远，其旗下的三态速递的净资

产为 543.39 万元，估值却高达 5.65 亿元。翻云覆雨之间，资产增值 5.5998 亿元，翻了 103 倍。 

而同类型的 A 股并购，资产增值仅为十数倍而已。 

如此高增长的财富效应，也难怪整个新三板挂牌企业前赴后继参与并购重组。 

新三板在线查询 Choice 数据获悉，自新三板市场 2001 年创立至今，共发布了 1311 个涉及

资产重组的公告，总交易金额 654.72 亿元。 

但直至 2014 年，原本几乎“寂静无声”的新三板市场才终于开始活跃起来。2014 年 5 月 27

日，新三板首个收购公告由首都在线率先提出。 

但整体上，2014 年全年，新三板并购重组公告只有 35 个，统计有交易金额的数据总计只有

14.91 亿元，其中涉资最高的重组案例是春茂股份 4.89 亿元收购春茂集团资产。 

2015 年，新三板并购重组迎来“春天”。据统计，股转公司 2015 年全年发布的资产重组公

告达到 704 个，统计已公布交易金额总计是 424.63 亿元。 

如果说 2015 年是新三板并购重组元年，那么 2016 年，新三板则当之无愧将成为资本市场并

购重组的主战场！ 

这一点，可由今年以来新三板并购重组的规模看出来。Choice 数据统计显示，截止 2016 年

4 月 26 日，股转公司共发布 578 个关于资产重组的公告，其中 389 个方案公布交易金额，涉及

金融高达 216.62 亿元。 

是的，2016 年刚刚过去四个月，新三板的并购重组事项已经和 2015 年全年大致相当。 

毫无疑问，新三板正迎来一个“猪也能飞”的并购大风口。 

联讯证券新三板首席研究官付立春表示，2016 年乃至 2017 年，并购重组将是新三板最主要

的趋势之一。 

常年为从事并购重组业务的广发律师事务所陈洁律师指出，“并购重组将成为新三板市场发

展的下一个历史性机遇。” 

并购重组 5 大类型 

市场普遍认为，新三板企业并购重组主要有四个目的，即扩大业务规模、多元化经营、实现

整体业务挂牌和解决同业竞争。 

但从并购类型分析，新三板企业并购重组主要有 5 大类：即上市公司收购新三板企业；新三

板企业收购上市公司；挂牌公司并购挂牌企业；有限公司收购新三板企业实现挂牌；以及新三板

企业进行的产业并购。 

对于第一种类型，新三板在线研究中心发现，由于 A 股市场的定价和融资功能更为健全，特

别是流动性优势，加之转板限制，新三板企业投怀送抱 A 股公司的案例明显增多。 

仅仅 2016 年 1 月份，上市公司收购新三板企业就有十多起。如上市公司金一文化收购一恒

贞 51%股权；日海通讯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建通测绘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海翔药业

收购日兴生物 18.18%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首创股份收购开创环保 19.03%股权，成为第三大

股东。 

以及迪马股份拟收购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海证券 2.994%股权；收购自然

人张坤持有的东海证券 2.305%股权。 

2月份，更多的A股上市公司参与到并购新三板企业队伍中。如盾安环境收购精雷电器52.68%

股权；中来股份收购博玺电气 19.13%股权等等。 

而新三板企业反向收购 A 股公司，除了之前九鼎集团收购中江地产，中科招商举牌上市公司

之外，和君商学在去年顺利收购了汇冠股份。近期信中利也已经接近完成控股上市公司深圳惠程。 

此外，体育之窗拟通过控股子公司亮智控股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联众国际 28.76%股份，总价

13.8 亿港元。 

对于新三板企业之间的并购，大都是出于财务投资以及上下游产业协同的目的。如天松医疗

收购爱普医疗 43.35%股权，成为后者第二大股东。银橙传媒收购卡司通 16%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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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限公司并购重组挂牌公司，大多数的目的是实现曲线借壳。 

典型的如英雄互娱“借壳”塞尔瑟斯，子午康成“借壳”波智高远。近期涉及此类重组的还

有，莲花汽车科技收购东安液压 53.38%股权；上海然信收购电信易通 74.69%股权；大丰电器将

以其持有的南孚电池 60%的股权认购亚锦科技拟发行的 26.4 亿元的股份等等。 

第五种类型的新三板企业进行的产业并购，数量就更加庞杂。 

如云天软件收购中建网络 100%股权；申石软件收购掌众信息 100%的股权；百合网拟收购世

纪佳缘；君实生物收购众合医药 100%股权；以及九恒星收购中网支付 100%股权等等。 

并购风向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新三板并购重组的主角已经从九鼎集团等金融机构，变为亚锦科

技等非金融新三板挂牌公司。 

据悉，截止目前公告交易金额最高的是亚锦科技，其被非上市非挂牌公司大丰电器以 26.4 亿

元收购。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 PE 类挂牌公司融资受到限制，上述并购趋势在今年将进一步明显。同

时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企业的趋势也会进一步加强。 

东吴证券场外市场部总经理顾利峰指出，目前新三板流动性不足未改善，分层机制效果不明

朗，转板制度迟迟不出，注册制延迟，“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和市场背景，新三板并购重组业务

有可能会上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顾利峰认为，无论是 A 股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还是投资者都有进行

并购重组的市场需求。 

据其分析，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周期处于下滑期，沪深两市企业披露年报的财务数据不少处

于下跌状态。“这就意味着，沪深两市企业有并购重组的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截止 2016 年 4 月 26 日，新三板总挂牌企业数是 6923 家。顾利峰认为，目前新

三板已经集中了不少优质的企业资源，这些企业也开始考虑进行市值管理，并购重组正是提高市

值的重要方式。 

付立春进一步指出，A 股上市公司的市值、交易活跃性，和新三板公司融资便利性结合起来，

相互之间的互补和强强联合更有效果。“通过并购重组，A 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公司都可以实现

自身的价值提升和业务升级。” 

当然，通过并购重组迅速做大，也是不少挂牌公司登陆新三板的初衷之一。上述分析人士认

为，“这些成长期的公司通过新三板拥有品牌效应和融资优势，在并购重组方面相对更有优势。” 

不过，除了 A 股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自身需求外，付立春还指出，投资者也乐于推动

新三板的并购重组。 

据其分析，目前新三板流动性仍然不太乐观，一些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的资金要退出，就需

要并购重组的方式实现退出。“在转板机制遥遥无期的背景下，并购重组是新三板公司前期投资

者实现退出的很重要的渠道和动力。” 

新三板成为并购池 

需要注意的是，多位新三板从业者认为，新三板并购重组受到监管层的鼓励和支持。 

新三板在线了解到，新三板并购重组相关制度趋于完善，《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并购重组私募债券试点办法》等相关文件对新三

板并购重组的自愿要约价格、支付方式及履约保证能力方面给予了适当的放宽，同时也丰富了支

付手段，放开了“优先股”及“可转债”等支付方式。 

“从政策上来看，新三板公司企业收购政策较为宽松，相比上市公司，收购方在收购新三板

上市公司时，政策方面会比较宽松；其次，新三板企业在挂牌时，对公司本身规范性的要求，也

使得收购方在并购时更为便利；三是采取做市商制度的挂牌企业，其资产定价也更加合理，更符

合市场化标准。”券商人士告诉新三板在线，“有着这些优势，对于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新三板并

购市场来说，在未来的发展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相比于 A 股上市公司，新三板企业定增只需向股转系统备案，一般 3 个月即可发行，且发行

数额、发行价格不受限制，而且不像主板一样有限售期，每次定增对象可达 35 人，超过主板 10

人规定，可谓融资小额、快速、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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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研究总监苏立峰告诉新三板在线，和君商学的并购和中科招商在 A 股收了 16 家公

司的案例，都说明了新三板定增的优势。新三板向定向股东非公开发行，也就是说，只要能找到

投资人，没有其它限制，你就能融到资。 

事实上，政策上的便利，以及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上的优势，使得新三板成为资本市场并购

重组的项目池。 

“股转公司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业务做大做强。”顾利峰指出，2016 年是新三板监管的一

年，新三板挂牌趋于严格，“在挂牌业务收紧的情况下，不少券商很可能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并购

重组上，毕竟这些业务收益率更高、耗费成本更低”。 

事实上，在主板市场，对投行来说，并购重组业务是皇冠上的明珠，其业务并不是可以大面

积推广，但在新三板这种并购重组机会就显得俯拾皆是了，关键是看主板公司的需求和新三板企

业自身的治理水平。 

 
 

                全球中产阶级财富总额前 10 排名 中国第三（名单） 

               （来源：一财网） 

【导语】政策上的红利，优质的企业资源，以及挂牌企业数量上的优势，使得新三板成为资

本市场并购重组的项目池。2016 年新三板迎来一个“猪也能飞”的并购重组大风口。 

全球中产财富总额排名前 10 位有哪些国家呢？全球家庭财富分布如何？ 

瑞信研究院发布的第 6 份全球财富报告——《2015 年度财富报告》，提供了当前全球家庭财

富和人均财富的分配直观的信息。 

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按当地拥有 5 万—50 万美元的财富标准（按 2015 年年中的价格

计算）来界定中产阶层成年人。全球中产阶层成年人的数目已由 2000 年的 5.24 亿人增加 1.4 亿

（27%），至 2015 年的 6.64 亿，相当于成年总人口的 14%。 

全球中产阶层的财富自 2000 年以来，由 44.4 万亿美元增至 80.7 万亿美元，目前占全球财富

的 32%。其中，中国中产阶层去年的财富为 7.34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 

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 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 1.09

亿人。中国百万富翁(按美元衡量)与超高净值人士的数量也增长颇快。报告指出，截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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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百万富翁数量超 133 万人，近万中国人资产净值超 5000 万美元，增幅近 24%，人数位居

世界第二。其中，全球超高净值人群(资产在 5000 万美元及以上)中的 8%来自于中国。瑞信还预

测，未来 5 年中国百万富翁人数将增长至 230 万人左右。 

有意思的是，报告认为中国仅用 15 年就完成了 6.3 万亿美元到近 23 万亿美元的财富增长，

同样的增长幅度，美国花了整整 33 年（1939-1972 年）。瑞信预计，未来 5 年，中国财富将继续

以 9.4%的速度逐年递增，届时中国民众的富裕程度将达到美国 1988 年时的水平。 

报告认为，全球家庭财富总值自 2014 年年中起至 2015 年年中减少 12.4 万亿美元（按当期

币值计算），为 250 万亿美元，跌幅为 4.7%。尽管当前全球家庭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92.8 万

亿美元）与欧洲（75.05 万亿美元），但亚太区的后劲不容小觑。 

与 2014 版的报告相比，中国家庭财富总额增长了 7%，位列报告所调查的各国与区域之首。

中国 2015 年为亚太区家庭财富总额贡献了 1.5 万亿美元，2000-2015 年总额累计至 22.8 万亿美

元，取代日本，仅次于美国。由于汇率的不利走势，日本的家庭财富去年下跌 15%，至 19.8 万亿

美元。 

在全球财富总额起起伏伏的同时，贫富差距依旧没有得到缓解。去年，全球前 0.7%的富豪坐

拥占全球 45%的财富。“如果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那么全球经济将再度陷入衰退。”报告警

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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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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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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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