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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挂牌企业数量猛增，原因多样化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动态点评： 

终止挂牌企业数量猛增，原因多样化。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 230 家终

止挂牌。2017 年以来有 136 家挂牌企业终止挂牌，远远超出过去两年。

此类现象的发生主要归结于主动和被动两大方面的原因。在企业自身

主动的原因方面，一种是企业业绩发生了比较大的向下变化，或者企

业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冲击，导致其在新三板继续挂牌的必要性不大；

另一种则是其资本规划发生了大的变化，公司意欲转板、被并购等，

导致企业故意不披露年报，“坐等”被摘牌。企业被动的原因方面，则

是企业与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审计机构就年报披露的沟通协调

和细节认定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导致年报披露一直往后拖延。部分优

质公司加快冲刺 A 股市场，对于新三板市场而言也是一个挑战，这意

味着优质企业持续流失。优质企业流失，说明新三板对其吸引力不够。

解决好融资供给问题，提升流动性、交易活跃度，才能吸引更多优质

企业。 

数据速递： 

2017年 6月 20日三板成指收于 1224.14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50%；

三板做市收于 1063.89，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0.02%。 

2017 年 6 月 20 日新三板总成交量为 15,953.70 万股，较上一交易日

下降 6.59%；总成交金额为 79,432.62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下降 4.73%。 

换手率为 0.07%，整体、做市转让、协议转让公司的市盈率分别达到

37.6、41.71、34.74。 

做市转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伊禾农品，达到 3,682.87 万元；协议转

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东海证券，达到 3,476.73 万元。 

今日新增挂牌企业 1 家，为协议转让。目前挂牌公司总计 11311 家，

其中协议转让 9761 家，占比 86.30%。 

今日 5 家企业新增做市商,2 家企业做市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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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点评】 
1. 463 家发布上市辅导备案 新三板转板后备军持续扩容 

【点评】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 230 家终止挂牌。2017 年以来有 136 家挂牌企业

终止挂牌，远远超出过去两年。此类现象的发生主要归结于主动和被动两大方面的

原因。在企业自身主动的原因方面，一种是企业业绩发生了比较大的向下变化，或

者企业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冲击，导致其在新三板继续挂牌的必要性不大；另一种

则是其资本规划发生了大的变化，公司意欲转板、被并购等，导致企业故意不披露

年报，“坐等”被摘牌。企业被动的原因方面，则是企业与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

所等审计机构就年报披露的沟通协调和细节认定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导致年报披露

一直往后拖延。 

部分优质公司加快冲刺 A 股市场，对于新三板市场而言也是一个挑战，这意味

着优质企业持续流失。优质企业流失，说明新三板对其吸引力不够。解决好融资供

给问题，提升流动性、交易活跃度，才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 

来源：http://www.time-weekly.com/html/20170620/37922_1.html?from= 

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 新三板挂牌流程日趋简化：取消线下 开启线上电子化自助操作 

【点评】电子化操作对于挂牌企业、中介、监管各方而言，都算是一个升级。

新三板挂牌企业特别多，挂牌流程都可以以电子形式自动化、无人化，一方面可以

降低重复劳动、节省时间、降低费用，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规范化的程度。 

电子化操作对于挂牌企业、中介、监管各方而言，都算是一个升级。“新三板

挂牌企业特别多，挂牌流程都可以以电子形式自动化、无人化，一方面可以降低重

复劳动、节省时间、降低费用，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规范化的程度。” 

不过，电子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前期准备不充分，也可能降低效率。电子化流

程只有不断升级，才会起到本应有的作用。电子化系统没有可能完全起到人工审查

和辅导的工作，完全无纸化流程并不太现实，电子化配合人工审核，可以更有针对

性，应该会更加高效。 

来源：http://mp.weixin.qq.com/s/gTkHR4-m3jdOUddpkS3Zcg 

 

【数据速递】 
表 1： 上一交易日三板成指微跌、三板做市微涨 

 收盘 当日涨跌幅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亿元） 

三板成指 1224.14 -0.50% 11369.2 6.46 

三板做市 1063.89 0.02% 4790.1 2.4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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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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 1552 9759 

总股本（亿股） 6613.98 1537.19 5076.78 

流通股本（亿股） 2997.98 923.64 2074.34 

成交股票数量 1014 567 447 

成交股数（万股） 15953.7 5301.22 10652.48 

成交金额（万元） 79432.62 25777.86 53654.76 

换手率（%） 0.07 0.08 0.06 

市盈率 37.6 41.71 34.74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3：换手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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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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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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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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公司为协议转让 

代码 名称 转让方式 主办券商 投资型行业 

871598.OC 诚建检测 协议 开源证券 商业和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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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831439.OC 中喜生态 新增做市商 833682.OC 福特科 新增做市商 

831550.OC 成大生物 新增做市商 831491.OC 佳音王 做市转协议 

831890.OC 中润新能 新增做市商 832054.OC 永强岩土 做市转协议 

832735.OC 德源药业 新增做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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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明科技 2017-06-20 董事会无法表决 昆仑股份 2017-06-20 实施中 

力通科技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智云达 2017-06-20 实施中 

天基新材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杰思股份 2017-06-20 实施中 

桃花源 2017-06-20 实施完成 至和天下 2017-06-20 董事会终止 

霍斯通 2017-06-20 实施完成 中生方政 2017-06-20 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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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尔生物 2017-06-20 实施完成 盈迪信康 2017-06-20 实施完成 

广安生物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天生红 2017-06-20 实施中 

惠尔明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航天恒丰 2017-06-20 实施中 

天乐橡塑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太和华美 2017-06-20 股东大会终止 

纳科诺尔 2017-06-20 股东大会批准 森纵教育 2017-06-20 股东大会批准 

英飞网络 2017-06-20 实施完成 神州优车 2017-06-20 实施中 

江苏高科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牧昌环保 2017-06-20 股东大会批准 

福岛精密 2017-06-20 实施中 轶峰新材 2017-06-20 实施中 

黑尊生物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德诺车道 2017-06-20 董事会批准 

景典传媒 2017-06-20 实施中 达能股份 2017-06-20 实施完成 

景典传媒 2017-06-20 实施中 中一股份 2017-06-20 董事会修改 

易瓦特 2017-06-20 实施中 成翼传媒 2017-06-20 实施完成 

多想互动 2017-06-20 实施中 大千教育 2017-06-20 实施完成 

信诺立兴 2017-06-20 股东大会批准 金源新材 2017-06-20 董事会无法表决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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