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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142.17 点，下跌 0.01%。（安

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237.55 点，上涨 1.63%。

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5.71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2.88 亿元，协议转让

部分 2.83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11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3

家。截至 29 日，共有 7675 家挂牌企业，有 1570 家做市企业。估值方

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3.58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29.88X，协议转让

整体估值 20.16X。共有 964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752 只。整

体年均换手率 18.58%。 

 

■ 6 月 29 日定增情况： 

大力神（834441）智通建设（831395）品茗股份（836188）文正股份(831556)

安华生物(832607)润普食品（836422） 

■重要公司公告： 

康定电子（830928）增立钢构（831857）大盛微电（830955）开元物业

（831971）景尚旅业（830944）天富电气（831421）成功通航（834916）

金润科技（430120）天迈科技（831392）蓝怡科技（834099）保得威尔

（830983）正兴玉（831188）长信股份（430611）集趣股份（833420）

中泊防爆（832291）中航泰达（836263）三灵科技（430446）大承医疗

（833263）欧迅体育（430617）智华信（831802）容汇锂业（837358）

指南针（430011）挖金客（834003）日懋园林（830980）世纪天鸿（833456）

山东能源（835567）国农基业（832425） 

■新三板重要新闻： 

沙场逐鹿起 新三板并购崛起 

广州互金整治方案出炉 重点治理拳拳到肉 

 

■风险提示：系统性风险，新三板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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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6 月 29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142.17 点，下跌 0.01%。（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

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237.55 点，上涨 1.63%。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5.71 亿元，其中做市转

让成交 2.88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2.83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11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

共计 3 家。截至 29 日，共有 7675 家挂牌企业，有 1570 家做市企业。估值方面：新三板整

体估值为 23.58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29.88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 20.16X。共有 964 只股票

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752 只。整体年均换手率 18.58%。 

表 1：6 月 29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2 三板做市 1142.17  -0.10  -0.01% 

899001 三板成指 1237.55  19.89  1.63% 

910076 创新层 2399.91  55.30  2.36% 

资料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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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 6105 7675 

当日新增家数 0 11 11 

成交股票只数 752 212 964 

成交金额（亿元） 2.88 2.83 5.71 

待挂牌总家数 - - 105 

申报中总家数 - - 2157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3：6 月 29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主营业务 主办券商 备注 

837316.OC 新疆大全 多晶硅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等 中信建投 _ 

837700.OC 鸿基节能 岩土工程及特种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咨询服务等 中信证券 _ 

837667.OC 益生康健 营养保健品、日用品、医疗器械的销售业务等 国元证券 _ 

837652.OC 化兴股份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和经销业务,以及提供危化品事故的应急救援服务等 长江证券 _ 

837754.OC 荣辉矿业 有色金属矿产开采、矿产品加工和销售等 天风证券 _ 

837722.OC 嘉戎技术 提供膜分离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膜组件及膜分离技术应用系统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等 

中信证券 _ 

837825.OC 联华盛世 公共关系管理服务和广告代理服务等 中泰证券 _ 

837127.OC 宏达数控 刀架、丝杠副等机床附件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并提供机床改造、加

工、修理服务等 

申万宏源证券 _ 

837706.OC 龙铁纵横 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地铁运用高级修移动检修装备的研发、组装、调

试、销售和服务等 

申万宏源证券 _ 

837749.OC 集和品牌 品牌整合创新的品牌咨询管理等 广州证券 _ 

836953.OC 优爱智能 模块化的运动控制系统、全自动化医疗设备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模块

化的轻型机器人的研发与销售等 

国泰君安 _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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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450.OC 金宏气体 5.15   4543.19     1008.50         协议      化工 

 2 830899.OC 联讯证券 2.20       3763.41     1669.60          做市       资本市场 

 3 833044.OC 硅谷天堂 6.23       2677.51       2585.30         协议      多元金融服务 

 4 831428.OC 数据堂 13.31  2262.74       168.10         做市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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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30809.OC 安达科技 11.98  1791.76      149.10         做市      化工 

 6 835099.OC 开心麻花 13.95  1506.75      108.01         协议      媒体Ⅲ 

 7 834703.OC 飓风股份 10.05  1491.97      160.00         协议      公路与铁路运输 

 8 832168.OC 中科招商 4.63       1341.33      571.30         协议      多元金融服务 

 9 830866.OC 凌志软件 5.15       1181.96      235.79         做市      软件 

10 830993.OC 壹玖壹玖 30.27  1050.40      34.70              协议      饮料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5：6 月 29 日股权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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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荼罗 无锡润朗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市联合中小企业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 

237.16 2016 年 6 月 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贷款 

睿力物流 北京明日中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2200 2016 年 6 月 28 日 2017 年 6 月 28 日 贷款 

爱珂照明 施杰军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东 支行 

180 2016 年 6 月 27 日 2019 年 6 月 23 日 贷款 

新伟科技 李博 杞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50 2016 年 6 月 27 日 2017 年 7 月 26 日 借款担保 

康普盾 吴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1375 2016 年 4 月 29 日 2017 年 4 月 29 日 贷款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 定增 

大力神（834441）募资 5.00 亿元 

 

公司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 亿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5.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 亿元人民币。认购对象为不确定的合格投资者。 

 

智通建设（831395）募资 6582.40 万元 

 

公司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68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6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582.40 万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不确定的合格投资者。根据公司 2015 年披露的每股收益

为 0.53 元/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18.32 倍。 

 

品茗股份（836188）募资 4590 万元 

 

公司共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2 万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45.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4590 万元。认购对象为浙江省浙创启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泓谟 2 号‛）。根据公司 2015 年披露的每股收益

为元 1.60/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28.21 倍。 

 

文正股份(831556)募资 4400 万元 

 

公司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1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400 万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张荣芹等 29 位自然人。根据公司 2015 年披露的每股收益为

0.18 元/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22.22 倍。 

 

安华生物(832607)募资 3080 万元 

 

公司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6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080

万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不确定的合格投资者。根据公司 2015 年披露的每股收益为 0.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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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62.45 倍。 

 

润普食品（836422）募资 2950 万元 

 

公司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475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2.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不低于 2950 万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不确定的合格投资者。根据公司 2015 年披露的每股

收益为 0.14 元/股，本次发行实现市盈率为 14.16 倍。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康定电子（830928）拟 1.05 亿元对外投资 

 

公司拟购买珠海市高新区工业用地并投资新建厂房及办公楼，标的地址为：珠海市金鼎工业

区。公司预计未来几年项目总投资约为 1.05 亿元，公司计划从获得该工业用地起，未来 12

个月总投资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其中土地受让金不超过 700 万元。本次投资完

成后，公司将有利于扩大经营场所，整合公司有利资源，扩大公司规模，增强公司持续发展

能力。 

 

增立钢构（831857）2550 万元设立控股公司 

 

公司拟与谢秉誉、熊潇潇、黄晖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增立智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5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00%。本次

对外投资是公司拓展业务的重要举措，可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提升公司综合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大盛微电（830955）拟 2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大盛电气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 341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基于未来整体发展战略的考虑，目

的是拓展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能力。 

 

开元物业（831971）签订 1.34 亿元服务外包采购合同 

 

公司与杭州奥体博览中心萧山场馆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含配套酒店）服

务外包采购合同》。合同期限为三年，金额为 1.34 亿元。上述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5 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43.42%,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景尚旅业（830944）签订 1300 万元采购协议 

 

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常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江苏景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参股公

司上海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2016 年采购合作框架协议》，交易标的金额为人民

币 1300 万元。中妇旅与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作为公司产品供应商，其产品在市场上有一

定价格优势，公司下属旅行社与其签订产品采购框架协议，有利于保证经营的稳定性。 

 

天富电气（831421）签订 3928.05 万元项目合同 

 

公司与 FALPLATINUMCONTRACTINGWLL 签订《AbrajQuartier 项目之 MEP 工程安装分

包协议》，合同金额：2150 万卡塔尔里亚尔（以 1 卡塔尔里亚尔兑换人民币 1.8270 元的汇

率折算，约合人民币 3928.05 万元）。上述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对公司 2016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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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影响，为 2016 年公司整体业绩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公司市场拓展及提升

品牌影响力。 

 

成功通航（834916）667.69 万美元收购资产 

 

公司与山西成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购协议》，交易标的为山西成功通用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委托山西成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购的国王 350 型飞机一架，价值 667.69 万美

元。本次收购资产对公司未来的业务拓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引进高性能飞机对公司扩大市

场份额和业务增长 都有极大的促进。 

 

 

金润科技（430120）540 万元收购股权 

 

公司拟收购北京海力神州餐饮有限公司所持尚正（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80%股权，

购买价格为 540 万元人民币。本次收购能够拓展现有招标采购互联网交易平台，开启农产品

供应链的新金融时代，开发运营全国性农产品数据分析及交易系统，完善大数据应用，提升

公司长期持续盈利能力。 

 

天迈科技（831392）独立董事任免公告 

 

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审议并通过：任命胡剑平先生、申华

萍女士、李曙衢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该任命独立董事胡剑平、申华萍、李曙衢均不持有公司股份。 

 

 

蓝怡科技（834099）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公告 

 

公司董事会近日接到核心技术人员崔京京女士离职申请。崔京京女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04

股，持股比例 0.00319%。崔京京女士离职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保得威尔（83098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审议并通过：任命秦斌先生为公司新任董

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原公司董事会

秘书蒋艳娜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 

 

正兴玉（831188）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962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5.00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6 年 7 月 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

年 7 月 7 日。 

 

长信股份（430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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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15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6 年 07 月 06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07 月 07 日。 

 

集趣股份（833420）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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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544.9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41.92%,可转让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5 日。 

 

中泊防爆（832291）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2581.1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31.29%,可转让时间

为 2016 年 7 月 4 日。 

 

中航泰达（836263）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714.8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10.22%,可转让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4 日。 

 

三灵科技（430446）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给予公司及控股股东李江红自

律监管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收购人李江红以协议方式对公司进行收购，在过渡期内，经控股股东李江红提名，公司改选

董事会，且来自收购方的董事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上述行为属于收购违规行为。因

此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关于给予武汉三灵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

股东李江红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4. 新三板重要新闻 

沙场逐鹿起 新三板并购崛起 

（来源：安信证券研报） 

 

【导语】新三板正成为并购市场新生力量：2016 年截止到 4 月底，新三板发起并购 97 起，

上市公司当期并购数量 871 起，新三板主动发起并购数量占比达到 11.1%。 

 

新三板正成为并购市场新生力量：2016 年截止到 4 月底，新三板发起并购 97 起，上市

公司当期并购数量 871 起，新三板主动发起并购数量占比达到 11.1%。而在 2014 年，新三

板主动发起的并购项目 15 起，同期上市公司并购 2714 起，新三板发起并购数量只占 0.6%；

2015 年，新三板主动发起的并购项目 270 起，同期上市公司并购 3639 起，新三板发起并购

数量占比快速提升至 7.4%；新三板企业在并购市场正逐渐掌握更多主动权，横向并购、纵

向并购，甚至海外并购、并购上市公司已成为现实。 

 

  新三板并购市场将呈现加速之势：1）政策上的鼓励与限制之间的差异；相比目前 A 股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并购重组从政策上呈现收紧格局不同，新三板并购仍被鼓励且从制度上更

为便利。原因是 A 股更多资本运作式的跨界并购而新三板并购更多是技术驱动的互补型并购

及行业整合型并购；2）资金上，新三板强大的融资能力是并购兴起的推手；2014-2015 年，

新三新板挂牌企业月平均募集资金分别为 10.8 亿及 106 亿，年增幅高达近 10 倍；而 2016

年仅 5 个月，实际募集资金超 600 亿已超过 15 年半数，借助资本的力量新三板并购子弹充

足。3）时机上，海外环境不景气导致内外估值差为新三板海外并购创造条件；中概股的私

有化和退市回归也是这一背景下产物 4）创新层出现，未来也将也一定程度促成了行业内并

购整合发生。 

新三板并购市场未来的三大趋势：1）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将一直为新三板挂牌企业主

动并购的最重要驱动力，行业内整合动力其次；2）设立并购产业基金将成为更多的新三板

挂牌企业实施并购的方式；3）随着新三板市场逐渐壮大，新三板企业作为被 A 股并购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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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预计下降，相反新三板企业主动出击的并购将增多。 

 

广州互金整治方案出炉 重点治理拳拳到肉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 

 

6 月 29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当天举行的广州互联网金融机构高管系

列培训（第一期）会议获悉，广州市互联网金融整治方案已报送市委，正等待批

示。当天的会议由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聂林坤主讲，培训内容为如何做好广

州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在整治活动中，我们对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的原则是：对合法合规行为予

以保护，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经营管控风险；对违法违规行

为予以坚决打击，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发展。‛ 聂林坤如是说。 

 

对此，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广州 e 贷总裁方颂表示，P2P 网贷在 2016

年进入监管元年。政府渐行渐近的监管，是行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行业协会

作为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沟通纽带，其发挥的自律引导作用是行业规范创新

发展的重要元素。 

方颂称，随着互联网金融整治活动的深入，e 租宝、快鹿、中晋等打着金融

创新旗号的伪 P2P 平台纷纷现形，正常平台主动退出渐成常态，‚政府监管+行

业自律‛互联网金融治理机制的作用逐渐显现，行业正进入‚去伪存真‛、‚良币

逐劣币‛ 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重点核查 P2P 网贷、众筹、第三方支付领域 

 

据与会人士透露，广州会重点核查领域为 P2P 网贷、众筹、第三方支付领域，

重点区域是天河、海珠、开发区。 

 

据悉，广州市互联网金融整治方案提出了五大工作措施。 

 

在严格准入管理方面，今后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必须依法接受准

入管理。未经相关有权部门批准或备案从事金融活动的，由金融管理部门会同工

商部门予以认定和查处，情节严重的，予以取缔。 

 

工商部门根据金融管理部门的认定意见，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涉嫌犯罪的，

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上原则上不得

使用‘交易所’、‘交易中心’、‘金融’、‘理财’、‘网贷’、‘网络借贷’、‘P2P’、

‘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等字样。 

凡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选择使用上述字样的企业（包括存量企业），工商部

门将注册信息及时告知金融管理部门（‚一行三局‛、广州市金融工作局），金融

管理部门、工商部门予以持续关注，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加强协调沟通，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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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识别企业擅自从事金融活动的风险，视情采取整治措施。 

 

此外，余下四大整治措施分别包括坚持分类治理、强化资金监测、建立举报

奖惩与黑名单制度、加大整治不正当竞争工作力度。 

 

应守住法律底线和政策红线 

 

针对开展 P2P 网络借贷业务和股权众筹业务应注意的事项，整治方案明确，

P2P 网络借贷平台应守住法律底线和政策红线，落实信息中介性质，不得有以下

行为：设立资金池、发放贷款、非法集资、自融自保、代替客户承诺保本保息、

期限错配、期限拆分、虚假宣传、虚构标的、线下营销（信用信息采集及核实、

贷后跟踪、抵质押管理等业务除外）以及通过虚构、夸大融资项目收益前景等方

法误导出借人等行为。 

 

股权众筹平台不得有以下行为：发布虚假标的、自筹、‚明股实债‛、变相乱

集资、虚假陈述和误导性宣传等。 

P2P 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众筹平台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有以下行为：从事

资产管理、债权或股权转让、高风险证券市场配资等金融业务以及挪用或占用客

户资金等。 

 

P2P 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众筹平台客户资金与自有资金应分帐管理，遵循专

业化运营原则，严格落实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要求，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作为资金存管机构，保护客户资金安全。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等未取得相关金融

资质，不得利用 P2P 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众筹平台从事房地产金融业务。 

同时，相关部门将对取得相关金融资质的机构违规开展房地产金融相关业务进行

整治。 

 

从事房地产金融业务的企业应遵守宏观调控政策和房地产金融管理相关规

定，严禁各类机构开展‚首付贷‛性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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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AuthorStatement  
 分析师声明 

 
诸海滨、桑威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
格，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
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
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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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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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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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