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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收紧融资锐减，担保公司苦守新三板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动态点评： 

政策收紧融资锐减，金融股挂牌新三板大潮已退。新三板金融股受到

越来越多关注，监管也更严格，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金融股未来的

融资也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担保公司苦守新三板。无法进行定增及其他重大资本运作，成为这些

类金融企业避无可避的问题。在股转系统对类金融企业持续严监管、

且无松动可能的情况下，这样的窘境还会继续。 

 

数据速递： 

2017 年 3 月 21 日三板成指、三板做市均微涨，市场交投清淡。 

2017 年 3 月 21 日新三板总成交量为 22,068.53 万股，较上一交易日上

涨 24.41%；总成交金额为 134,649.55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19.90%。 

换手率为 0.10%，整体、做市转让、协议转让公司的市盈率分别达到

36.24、36.11、36.39。 

做市转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新道科技，达到 2,477.99 万元；协议转

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明师教育，达到 4,867.64 万元。 

前十企业的成交额均超过 1000 万元。 

今日新增挂牌企业 15 家，均为协议转让。目前挂牌公司总计 10922

家，其中协议转让 9304 家，占比 85.19%。 

今日有 1 家企业新增做市商，1 家企业做市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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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收益率曲线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0.13% 2.93%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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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点评】 
1. 政策收紧融资锐减 金融股挂牌新三板大潮已退 

【点评】新三板金融股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监管也更严格，这个趋势会持续下

去，金融股未来的融资也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3/17/c_129511524.htm?from=timeline 

 

2. 担保公司苦守新三板 

【点评】无法进行定增及其他重大资本运作，成为这些类金融企业避无可避的

问题。在股转系统对类金融企业持续严监管、且无松动可能的情况下，这样的窘境

还会继续。 

来源：http://m.10jqka.com.cn/20170317/c596924498.shtml?from=timeline  

 

 

 

【数据速递】 
表 1： 上一交易日三板成指、三板做市均微涨 

 收盘 当日涨跌幅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亿元） 

三板成指 1230.32 0.49% 17548.29 11.70 

三板做市 1152.84 0.23% 8938.68 5.74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1：新三板指数走势  图 2：新三板指数成交额（亿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2： 上一交易日新三板市场交投清淡 

 总体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挂牌公司总数 10909 1618 9291 

总股本（亿股） 6173.77 1560.24 4613.53 

流通股本（亿股） 2638.75 875.28 1763.47 

成交股票数量 1329 817 512 

成交股数（万股） 22068.53 10174.18 11894.35 

成交金额（万元） 134649.55 62611.55 72038 

换手率（%） 0.1 0.15 0.07 

市盈率 36.24 36.11 36.39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新三板策略日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6 

 

图 3：换手率小幅波动  图 4：市盈率继续保持平稳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5：上一交易日做市转让成交额前十  图 6：上一交易日协议转让成交额前十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7：今日新增挂牌 15 家公司  图 8：挂牌公司数量趋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3： 今日新挂牌 15 家公司均为协议转让 

代码 名称 转让方式 主办券商 投资型行业 

871103.OC 中农联合 协议 广发证券 原材料 

870415.OC 绿金高新 协议 东兴证券 原材料 

870873.OC 德盟科技 协议 新时代证券 技术硬件与设备 

871130.OC 铜陵三佳 协议 财达证券 技术硬件与设备 

871080.OC 热点股份 协议 国信证券 软件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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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203.OC 旭梅科技 协议 国金证券 原材料 

871199.OC 幸福家 协议 国元证券 软件与服务 

871147.OC 万家宝 协议 东莞证券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871148.OC 艾科技术 协议 金元证券 技术硬件与设备 

871133.OC 伟立科技 协议 浙商证券 资本品 

871085.OC 捷信达 协议 兴业证券 资本品 

871178.OC 高盛信息 协议 首创证券 技术硬件与设备 

871087.OC 锐驰瑞德 协议 国融证券 软件与服务 

871163.OC 润康股份 协议 国海证券 原材料 

871223.OC 广晟健发 协议 天风证券 原材料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4： 今日做市提示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现有做市商家数 

430305.OC 维珍创意 做市商退出 9 

833682.OC 福特科 新增做市商 9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5： 增发提示 

名称 最新公告日 方案进度 名称 最新公告日 方案进度 

慧辰资讯 2017-03-21 实施中 微梦传媒 2017-03-21 实施完成 

博达软件 2017-03-21 实施完成 紫光照明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龙蛙农业 2017-03-21 实施中 住百家 2017-03-21 实施完成 

太川股份 2017-03-21 实施完成 唐荣股份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天信投资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车配龙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明源软件 2017-03-21 实施中 亿道信息 2017-03-21 实施完成 

联邦化工 2017-03-21 实施完成 爱淘城 2017-03-21 实施中 

寰烁股份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创捷传媒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灵鸽科技 2017-03-21 实施完成 开普云 2017-03-21 实施中 

东南电梯 2017-03-21 股东大会批准 华安奥特 2017-03-21 实施中 

东莞林氏 2017-03-21 董事会无法表决 诚安达 2017-03-21 实施中 

傲基电商 2017-03-21 实施完成 永霸信科 2017-03-21 股东大会批准 

蓝网科技 2017-03-21 实施中 天马新材 2017-03-21 实施中 

大卫之选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合众慧能 2017-03-21 实施中 

通铭教育 2017-03-21 实施中 文都教育 2017-03-21 股东大会批准 

金雅豪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迪歆设计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华强方特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久源林业 2017-03-21 实施中 

因尚网络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芳源环保 2017-03-21 实施中 

精晶药业 2017-03-21 实施完成 荣鑫科技 2017-03-21 实施中 

爱玩网络 2017-03-21 实施完成 金百汇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福信富通 2017-03-21 实施完成 爱范儿 2017-03-21 实施完成 

中机科技 2017-03-21 实施完成 九春教育 2017-03-21 实施完成 

芳香庄园 2017-03-21 董事会无法表决 德丰影业 2017-03-21 实施完成 

芳香庄园 2017-03-21 董事会无法表决 腾飞股份 2017-03-21 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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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诺 2017-03-21 董事会批准 世联君汇 2017-03-21 实施完成 

三开科技 2017-03-21 股东大会批准 鲁班艺术 2017-03-21 董事会无法表决 

百胜智能 2017-03-21 实施完成 力田科技 2017-03-21 实施中 

赛尔通信 2017-03-21 实施完成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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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付立春：清华大学博士后，东北证券研究所新三板研究中心总监、首席，九年一二级

资本市场工作经验。 

 

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制作并仅向本公司客户发布，本

公司不会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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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不保证所包含的内

容和意见不发生变化。 

 

本报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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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买卖建议。本公司及其雇员不承诺投

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及其雇员对任何人

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

易，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不进行披露；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

务、财务顾问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

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须在本公司允许的范

围内使用，并注明本报告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若本公司客户（以下称“该客户”）向第三方发送本报告，则由该客户独自为此发送行

为负责。提醒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投资者注意，本公司不对通过此种途径获得本

报告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

记为证券分析师。本报告遵循合规、客观、专业、审慎的制作原则，所采用数据、资

料的来源合法合规，文字阐述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报告结论未受任何第三方的授

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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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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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说明 

优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超越市场平均收益。 

同步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持平。 

落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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