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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新三板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原文 当年相应的制度供给 

2017 

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完善主板市场基础性制

度，积极发展创业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

权市场。 

盘前盘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系统、私募基金做

市、精选层、公募基金等长期资金进入新三板、投

资者门槛适当降低？ 

2016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 
5月分层制度落地，11月推出摘牌制度 

2015 
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实施股票发行注册

制改革，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 
11月推出分层制度征求意见稿 

2014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

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 

5月新三板正式成为独立交易系统，8月做市交易

上线 

2013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揭牌，之后陆

续披露业务规则。12月正式扩展至全国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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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沪深市场IPO悄然提速

 IPO曾经因为各种原因多次暂停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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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IPO审核常态化

 2016年底以来IPO审核速度大大加快。2016年12月单月过会56支，平均每
周过会14家。进入2017年，保持每周10~12家的核准速度。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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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IPO审核常态化影响深远

 体现了监管层思路的转变

 未来几年内IPO审核速度将超过以往

 将对挂牌公司、投资者、投行等新三板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带来深远影响

• 符合IPO标准的企业将大量上市

• 投资拟IPO企业的策略渐成主流

• 挂牌企业减少

• 倒逼管理层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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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符合IPO标准的企业将大量转板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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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投资拟IPO企业的策略渐成主流

• 2017年年初至4月25日，共有41家挂牌公司发布IPO辅导公告。

• 剔除未发生交易的19家，22家挂牌公司在公告后一周上涨的有13家，下跌的有6
家，价格不变的有3家。

• 平均而言，挂牌公司在2017年发布IPO辅导公告后，挂牌公司的价格和成交量双
双上涨。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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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挂牌企业减少

• 达到IPO标准的公司倾向于直接申报IPO，因而IPO审核常态化也带来了一季度新
挂牌企业的减少。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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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倒逼管理层制度创新

 优秀企业逐渐流失

 新的企业犹豫挂牌

 为吸引优质企业，也为了更好的培育中小企业，三板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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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监管维稳

刘士余今年发布公开讲话摘录 

时间 场合 要点 

2月 10日 
2017 年证券期货监管工

作会议 

依法全面从严监管，九方面具体措施当中，第三条就是深化依法全面

从严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继续提升监管能力。 

  

刘氏监管语录： 

1.“资本市场不允许任何人呼风唤雨，兴风作浪，随心所欲”； 

2.“资本市场运行要稳，不能如窜天猴波动巨大，指数波动大受伤的是

中小投资者。” 

2月 28日 两会新闻发布会 
资本市场的监管发展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这是基本原则。 

3月 7日 两会重庆团代表会议 
记者问到“资本市场改革将如何‘迈大步’？”时，他说，资本市场

改革是要“迈稳步”。 

3月 24日 

2017 年中国金融学会学

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

会 

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证监会也将配合央行

做好相应的金融稳定工作。 

4月 8日 
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 

资本市场是讲规矩、有红线、有底线的。证监会将牢牢肩负起保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这副神圣重担，出重拳治理市场乱

象，该处罚的处罚，该退市的退市，该退场的退场。不管是谁犯了

规，都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4月 15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年

会员大会 

今年将召开党的十九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今年

重大活动和敏感节点多。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任务异常繁重，同时也

面临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我们各方面必须通力协同，切实维护

好资本市场稳健运行。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证监会高层领导就加强监管频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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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新三板监管力度继续加大

新三板监管力度加大 

时间 标题 要点 

2017-3-7 
证监会持续加强新三

板监管 

监管部门密切关注新三板市场操纵行为。证监会将持续完善新三板市场

相关规则和机制，多方面加强对新三板市场的综合监管。 

2017-3-10 
各地证监局严管新三

板公司 

今年新三板监管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海、重庆、天津、河北等一些地方证

监局单独召开了新三板监管专题会议或培训。日后监管部门对新三板企

业的监管力度会越来越大，强监管将成为常态。 

2017-3-17 
证监会严打资本市场

违法违规 

2017年专项执法行动将全面筛查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影响市场稳定、

干扰改革发展的各类违法案件。 

2017-3-28 
股转系统连发 15条监

管函 

3月 28日，股转系统连发 15条监管函，涉及 8家券商、两家律所和 3

家挂牌公司。 

2017-4-7 
股转连下 16份监管文

件 
4月 7日，股转系统对 12家挂牌公司和 4家券商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 

2017-4-14 
新三板年报审核趋严 

创新层企业连遭问询 

2016年 3-6月股转系统共发布 34份针对企业上一年度报告的问询函。

截至 2017年 4 月 20日，股转系统共发布 12份年报问询函，其中一半都

是针对创新层企业。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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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监管对象是挂牌公司、投资者以及其他市场参与方

信息披露不违规

不占用公司资金

不违规买卖股票

不内幕交易

不操纵市场

挂牌公司

中介机构

投资者

主办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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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让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

 监管维稳的目的是：

• 净化市场，提高挂牌公司质量

• 规范市场，为后续制度优化夯实基础

• 保护市场，防控金融风险



www.swsresearch.com16

2.2.1 制度质变是资本市场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的
需要

2017 年新三板相关政策 

时间 发布单位 会议/文件 内容 

2017-1-1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

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

的通知》 

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依规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

上市，在新三板挂牌。 

2017-2-21  股转公司  
研究设立新三板精选层，引入竞价交易制度，包括集合竞

价交易和连续竞价交易，讨论降低投资门槛。  

2017-2-26  证监会 新闻发布会 
会上五次提及新三板，再次明确新三板的独立市场地

位。“（今年）改革的重点就是完善市场分层” 

2017-3-5 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 
“新三板”一词首进政府工作报告。“积极发展创业

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2017-3-16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

域投资活力的意见》 

“引导企业有效利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 

2017-4-17 深交所 
《2017年会员大会总经理

工作报告》 
“推动新三板向创业板转板试点。”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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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制度质变是新三板发展的内在需求

 经过2014年-2016年三年的大发展，新三板挂牌公司从356家增加到了
11000多家，市场投资者从不到10000户增加到了2015年底的210000多户。

 新三板市场的挂牌、融资、投资、交易制度框架初步建立。

 2015年底开始加强监管已一年有余，为新制度落地提供了相对较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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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制度质变是新三板参与方的共同期望

 融资不畅：定增公司数量和募资金额减少

 流动性缺乏

• 2017年一季度，在挂牌三个月以上的10090家公司中，
6637家无交易，占比65.78%。

• 剩下的公司当中，13.4%的公司在三个月内交易不到5天。

• 只有93家公司每天都有交易，占比0.9%。

注：未考虑重大事项停牌因素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主要内容

1. 新三板身处变革风口

2. 市场基调：稳中求变

3. 2017年新三板的展望

19



www.swsresearch.com20

3.1分层有望加速推进

 分层是制度建设的抓手，也是投资逻辑的主线

 完善分层大势所趋，方向可能是推出精选层或完善创新层。

• 由于创新层标准一达到、标准二接近创业板IPO要求，我们推测精选层将从流
动性入手，选择满足标准一或标准二，且股权分散度较高，交易较活跃的创
新层公司。

• 完善创新层，可能先从实施储架发行和授权发行入手，并探索在创新层优先
引入公募基金。

• 相关制度不会在今年创新层公司重新调整之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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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易制度创新呼之欲出

 大宗交易

• 做市公司的大额股权转让需求迫切

• 技术上需要界定大宗交易的门槛和价格变动幅度，可能会不限于做市公司

• 有利于有解禁股流动需求的原始股东和到期需清盘的基金产品

 集合竞价

• 为解决新三板市场当中低流动性公司的成交问题

• 技术上需要明确集合竞价的频率，以及哪些挂牌公司采用集合竞价

• 有利于低流动性股票用市场化方式找到某个时间内的最优价格

 私募做市

• 丰富做市机构类型、有效发挥私募机构定价能力、改善市场流动性

• 实施只等一声令下

• 需要如完善分层、竞价交易等制度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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