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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012.18 点，上涨 0.03%。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5.22 亿元，其中做市

转让部分 1.42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3.80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6 家，

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16 日，共有 11614 家挂牌企

业，有 1428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 

10 月 16 日新三板整体估值 PE 为 29.02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PE 为

35.27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 PE 为 33.85X，共有 835 只股票发生成交，

其中做市转让 482 只，整体日化换手率 11.0%。 

 

■重要公司公告： 

报春电商（835136），汉嘉股份（870352），跨境翼（838774），民正

农牧（832132），畅尔装备（833115），环峰能源（832752），力尊信

通（835291），顶联信息（835715），杰思股份（836976），恒荣汇彬

（870190），源利达（871160），华安新材（833496），日新科技（835679），

鸿盛华（836281），特利尔（836661），欧维客（838514），和元上海

（839702），光谷防务（870113），亚光科技（870791），瀛海科技

（871001），钜士安防（871457）。 

       

■新三板重要新闻： 

三板做市指数临近千点：每 6 只做市股就有 1 只“破净” 

中国互联网家装行业年度分析 2017：90%为高消费群体，家装预算

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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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011.91 点，上涨 0.09%。（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

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7.1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部分 1.45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5.72 亿元。

新挂牌公司共计 6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13 日，共有 11608 家挂牌企

业，有 1431 家做市企业。 

 

表 1：10 月 16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2 三板做市 1012.18  0.27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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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月 16 日市场概况 

项目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1428 10186 11614 

当日新增家数 0 6 6 

成交股票只数 482 353 835 

成交金额（亿元） 1.42  3.80  5.22  

待挂牌总家数 - - 86 

申报中总家数 - - 505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3：10 月 16 日挂牌公司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主营业务 主办券商 

871685.OC 慧科股份 
PVC 无尘环保稀土复合高效稳定剂生产、销售；化工产品(易制毒、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塑料

制品(一次性发泡塑料制品与农膜除外)销售等 
联讯证券 

872213.OC 康隆生物 生物制品研发;植物提取物研发;植物提取物销售;中药提取物生产;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等 山西证券 

872239.OC 飞扬文化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演出经纪，

文艺创作与表演，舞台艺术造型策划等 
海通证券 

872220.OC 熠搜能源 
从事能源科技、光伏科技、网络科技、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伏产品、

电力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销售，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等 
华西证券 

872249.OC 金米特 
电动车、电池、电机、控制器、仪表、传感器、充电器及其相关配件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销售；机

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计算机及其软件批发兼零售等 
渤海证券 

872243.OC 俊豪医械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投资项目策划，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与转让，投资及商贸信息的咨

询等 
浙商证券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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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月 16 日交易金额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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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155.OC 高思教育 2,050.00  3.50  协议转让 综合消费者服务Ⅲ 

2 830899.OC 联讯证券 1,677.92  840.80  做市转让 资本市场 

3 835235.OC 翌成创意 1,493.00  100.00  协议转让 房地产管理和开发 

4 830819.OC 致生联发 1,431.72  456.80  做市转让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5 834818.OC 蓝海之略 1,404.27  144.50  协议转让 医疗保健设备与用品 

6 833554.OC 新翔科技 1,166.25  137.50  协议转让 软件 

7 833777.OC 棠棣信息 1,088.80  53.70  协议转让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8 832754.OC 商安信 1,085.00  70.00  协议转让 专业服务 

9 833366.OC 利隆媒体 1,060.00  201.60  协议转让 信息技术服务 

10 834102.OC 电联股份 1,059.61  564.80  协议转让 通信设备Ⅲ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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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663.OC 云叶股份 
昆明祥茂贸

易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674.80 2017/10/12 2019/11/21 
用于质押

担保 

831367.OC 红山河 

宁夏红山河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宁夏农投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1,000.00 2017/10/11 2018/10/10 

用于反担

保 

870844.OC 金浔股份 袁荣 

昆明呈贡华夏

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540.00 2017/10/12 - 用于贷款 

833948.OC 康泰环保 花成巍 

泰州医药城鸿

泰担保有限公

司 

220.00 2017/10/17 2019/1/16 用于借款 

430738.OC 白兔湖 汪舵海 
城市银桥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355.66 2017/10/12 2020/10/11 

用于质押

担保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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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增公告 

 

表 6：10 月 16 日定增公告 

代码 名称 募集总额(万元) 增发价格 增发数量(万股) EPS 增发 PE 

430346.OC 哇棒传媒 1,995.43  19.15  104.20  0.66  29.02  

871477.OC 中凯光电 231.00  1.10  210.00  -0.08  -13.75  

832272.OC 龙图信息 3,000.00  9.48  316.46  -1.50  -6.32  

831486.OC 索尔科技 803.00  5.50  146.00  0.13  42.31  

834641.OC 中广影视 9,910.64  5.18  1,913.25  0.16  32.38  

839852.OC 九天飞行 8,101.83  6.60  1,227.55  0.42  15.71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7：10 月 16 日增发公告 

代码 名称 认购价格(元)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831151.OC 全胜物流 5.00 127.32 636.60 现金认购 

831152.OC 昆工科技 6.00 200.00 1200.00 现金 

831725.OC 凌志股份 7.50 1690.00 12675.00 现金 

831728.OC 阿尼股份 3.15 714.29 2250.00 股权 

831793.OC 利洋水产 5.00 207.00 1035.00 现金 

833258.OC 尚洋科技 7.70 584.42 4500.00 货币 

833563.OC 力天高新 12.00 1000.00 12000.00 现金 

833712.OC 观堂设计 2.50 500.00 1250.00 现金 

834073.OC 隆和节能 3.00 1000.00 3000.00 现金 

834464.OC ST 纽哈斯 2.50 400.00 1000.00 现金 

834528.OC 红酒世界 15.00 400.00 6000.00 现金 

835073.OC 行知探索 4.50 475.32 2138.92 现金 

835179.OC 凯德石英 5.00 740.00 3700.00 现金 

835194.OC 铭赛科技 14.46 207.42 3000.00 现金认购 

835363.OC 腾信软创 8.00 125.75 1006.00 现金 

836318.OC 沃土生物 5.00 70.60 353.00 武汉沃土股权 

836722.OC 新东锦 5.10 1745.00 8899.50 现金 

837508.OC 智坤科技 2.59 461.00 1194.00 现金 

837606.OC 晶奇网络 13.00 510.00 6630.00 现金 

838246.OC 山谷网安 15.10 200.00 3020.00 现金 

838330.OC 壹豪科技 5.25 381.00 2000.25 现金 

838451.OC 天成包装 2.00 750.00 1500.00 现金 

838794.OC 美能燃气 7.11 1406.47 10000.00 现金 

839726.OC 欣欣传媒 23.33 64.29 1499.79 现金 

839832.OC 鑫磊新材 6.00 1118.00 6708.00 货币 

870487.OC 环威股份 1.65 666.67 1100.00 现金 

871474.OC 联川生物 28.75 221.22 6360.00 现金 

871725.OC 环国运 3.00 300.00 900.00 现金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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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3.1. 对外投资 

祥源新材（833942）2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出资 2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德祥源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广德县经济

开发区光藻路。是为了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扩大公司业务发展空 

间，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巨正源（831200）60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出资 60000 万元将全资子公司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66000 万

元。本次增资是基于全资子公司丙烷脱氢制高性能聚丙烯项目建设的需要，保障项目按计划

顺利进行。 

 

棠棣信息（833777）39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出资 3900 万元将子公司上海棠宝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4000 万元。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是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能布局，提高

区域市场竞争能力。 

 

南通通机（834938）3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南通通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南通市大生路 19 号，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有助于增加公司新业务的拓展。重大合同 

天鸿设计（833835）于近日收到招标人屯昌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就海南屯昌县城区生态

水系连通工程 EPC 总承包的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7373.17 万元。 

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市场拓展能力及品牌影响力产生积极影响。 

 

 

3.2. 重大资产重组 

祥云信息（834935）收购人江门市银创达贸易有限公司以 1.00 元／股的价格现金购买祥云

信息 47.22％的股份，共计 944.42 万元。旨在提高被收购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效率，加快

推进公司新业务的发展和扩张，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同德股份（838226）拟以现金 100 万元人民币购买王章持有成都新能联 15.00%。有助于优

化公司资源布局，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

合竞争实力。 

 

厚扬控股（430684）收购人周杰拟以 1 元/股收购厚扬控股 373.1 万股，共计 373.1 万元，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62%，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旨在利用公众公司整合相关

资源，拓展公司业务，公司拟增加“长租公寓”业务，从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能

力，提升公司股份价值和股东回报。 

 

3.3. 其他 

聚电智能（870163）权益分派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3.00 股，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0 股。 

 

红山河（831367）权益分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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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2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00 股。 

 

泰利模具（87107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任命谭

安德为公司总经理，任职期限 3 年。任命张华禹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命林磊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命孙佑国为公司财务总监，任职期限 3 年。 

 

科列技术（832432）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刘志茹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任命刘志茹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刘志茹女士主管研发工作。 

 

极天信息（870169）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4,851,0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24.24%,可转让时间

为 2017 年 10 月 19 日。  

汉术化学（832829）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0.33%,可转让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9 日。 

 

3.4. 停复牌 

停牌： 

天行股份（834325），华麒通信（834355），ST 哥仑步（835494） 

旭杰科技（836149），芯海科技（837517），花开富贵（838013） 

艺赛旗（839025） 

 

复牌： 

硕泉园林（831837），汇川科技（831903），现在支付（832086） 

田龙电气（839663），民生医药（870625），永通重机（87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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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三板重要新闻 

4.1. 三板做市指数临近千点：每 6 只做市股就有 1 只“破净” 

（来源：新三板在线） 

 

10 月 16 日收盘，三板做市指数收报 1012.18 点，上涨 0.27 点。虽然近几日三板做市指数

呈上涨趋势，但未见明显突破。 

大环境如此，处于其中的新三板股票也难“独善其身”。 

 

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统计，截至 10 月 13 日，共有 1431 家挂牌公司采用做市方式交

易，其中 244 家挂牌公司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2017 年中报)，也就是市场俗称的“破净股”。 

 

新三板在线发现，部分股票“破净”，与其本身业绩等资质呈反向联系。统计数据显示，4 成

“破净股”业绩呈增长态势，40 只“破净股”上半年净利超千万元。其中，采矿、建筑、金

融行业“破净”率最高。 

 

“现在的股价失真实在太严重，企业融资已经回到了挂牌前的 PE 市场状态。”一家做市挂牌

公司董事长如此感慨。不过，这也符合目前新三板“机构市场”的定位。 

 

每 6 只做市股就有 1 只“破净” 

新三板在线统计获悉，截至 10 月 13 日，新三板市场共有 1431 只做市股票。以 10 月 13 日

收盘价统计，上述 1431 只做市股票中，244 只股票跌破每股净资产。也就是差不多每 6 只

做市股票当中就有 1 只“破净股”。 

 

分析“破净”最为严重的 10 家挂牌公司，8 家上半年处于亏损状态，3 家被“ST”(风险警

示)。其中，“破净”最为严重的是 ST 行悦(430357)和天开园林(830800)。 

 

自从今年 7 月 13 日，ST 行悦的股价大幅下跌 63.16%至 0.35 元后，其股价一直维持在 0.30

元左右。9 月 1 日，ST 行悦由于做市商不足两家暂停交易，目前尚未复牌。停牌前，ST 行

悦收盘价为 0.30 元，低于每股净资产 87.95%。 

 

其次是天开园林。10 月 13 日，天开园林收报 1.64 元/股，而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6.77 元，股

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75.78%。此外，紫贝龙(430644)、ST 明利(831963)、澳凯富汇(831303)

等 8 家挂牌公司，股价“破净”幅度，在 67.13%至 70.70%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破净”幅度最大的 10 家挂牌公司中，ST 明利、ST 行悦以及易所试

(430309)等 8 家公司上半年处于亏损状态。 

 

亏损额最大的是ST明利，今年上半年亏损9783.21万元。其次是ST行悦上半年亏损2542.62

万元。 

 

根据新三板管理型分类，采矿、建筑、金融三大行业的挂牌企业“破净”率最高。 

 

统计数据显示，采矿业共有超毅网络(430054)等 4 家挂牌公司采用做市方式转让。其中，锡

成新材(831090)、德润能源(832883)两家为“破净”公司，“破净”率高达 50%。 

 

其次是建筑业。该行业共有 52 家挂牌公司做市，其中 15 家“破净”，“破净”率为 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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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排名第三，22 家以做市转让的挂牌公司中 6 家“破净”，“破净”率为 27.27%。 

做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制造业，“破净”率为 20.55%。 

 

“破净”是本身表现太差吗? 

很多人会以为，股价“破净”是因为公司业绩太差，但统计数据显示并不尽然。具体分析上

述 244 家破净挂牌公司。新三板在线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 163 家处于盈利状态，占比 67%;

其余 81 家亏损，占比 33%。值得注意的是，4 成“破净”挂牌公司，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处

于增长状态，其余 6 成“破净”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其中净利润增长幅度最大的为上海上电(430363)、卫东环保(832043)。2017 年上半年，上

海上电净利润增长 98 倍至 2531.73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2.63 元。但股价却没有突破，公司

自 2016 年 10 月 10 日跌破净资产后，其股价一直在每股净资产徘徊。10 月 16 日收盘，报

收 2.25 元/股，仍低于每股净资产 2.63 元。类似情形的，还有致力于大气除尘设备研发、制

造的卫东环保(832043)。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净利润上涨 20 余倍至 122.38 万元，每股净资

产为 1.3 元。 

 

公布半年报当日，卫东环保以 0.96 元/股收盘，低于每股净资产。此后，其股价在 8 月 30

日跌至 0.84 元，10 月 16 日收报 1 元/股，仍低于每股净资产。 

 

综合分析 244 家“破净”公司今年中报，可按上半年净利润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上半年净利润高于 1000 万元的挂牌公司，共有鑫融基(832379)、中标集团(833014)

等 40 家。其中净利润超过 5000 万元共有鑫融基、商汇小贷(833114)两家金融类公司，建筑

业的中标集团(833014)和制造业的远东国际(835656)。 

 

第二类是上半年净利润在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区间的挂牌公司，共有恒晟农贷(831723)、

焕鑫新材(831143)和卓越鸿昌(832474)等 27 家公司。 

 

第三类是上半年净利润在 0 元至 500 万元区间的挂牌公司，共有华丽包装(831028)、远航科

技(830772)等 97 家。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分公司在全体“破净”公司中占比最高，达 40%。 

 

最后一类则是上半年处于亏损状态的挂牌公司，共有曼克斯(831854)、北科光大(430027)等

81 家挂牌公司。其中包括 ST 新绿(834632)、ST 行悦(430357)、ST 明利(831963)等 6 只被

“风险警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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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互联网家装行业年度分析 2017：90%为高消费群体，家装预算逐年上

升 

（易观智库） 

 

近日，国内第三方权威数据机构易观智库发布了《中国互联网家装行业年度分析 2017》，首

次披露了互联网家装用户大数据，从性别、年龄、所在城市、装修预算等维度对互联网家装

用户进行了全面的数据分析，非常值得家装行业关注。 

 

报告显示，互联网家装用户整体趋向于年轻化，具有高收入、高预算、高消费能力的“三高”

特征。目前互联网家装趋势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持续渗透，其中，中高消费者和高消费

者在互联网家装总体用户群中占比在 90%以上。 

 

  年轻用户群正在到来！高收入、高预算，互联网家装用户消费能力不可小觑 

 
互联网家装用户年龄分布 

 

根据易观报告显示，互联网家装用户年龄主要集中 30 岁左右，有明显年轻化的特征。80、

90 后已然成为当前家装消费主力，而这一现象主要与这部分人群大多步入适婚年龄，具有相

对强烈的购房与装修刚需有关。 

 

报告数据显示，互联网家装用户消费能力主要集中在中高消费者和高消费者，占比在 90%以

上，带有非常典型的都市“新中产”特征，他们多为典型的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人群。

这类消费者平时非常注重社交与分享，注重资讯的获取，沟通意识较强，大部分用户在装修

前会通过网络与其他业主交流装修经验，并且乐于分享自己的家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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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家装典型用户特征 

 

  这一特点在很多家装家居 APP 应用也有体现，以土巴兔为例，此前有相关报道显示，

土巴兔 APP 主流用户群体为 30 岁上下，并且超过半数是中高消费者和高消费者，其中装修

预算在 30 万元以上的高端用户，在土巴兔总用户中占比正变得越来越越大。而这一新群体

背后具有旺盛的消费需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消费能力及巨大的消费潜力，也意味着未

来互联网家装市场的规模成长空间依然非常大。 

 

越是大城市的用户，越认可互联网家装！三四线也在逐步接受中 

 
用户对互联网家装的接受程度 

 

  根据易观报告显示，互联网家装用户范围较为广泛，从用户城市集中度来看，目前主要

还是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领军，成都、武汉、南京等二线城市紧随其后，这些地域大多人口

密集、经济发达，装修需求比较大，互联网普及程度也比较高。不过，也有越来越多三四线

城市的用户在装修时开始选择互联网家装模式。 

 

  报告中对用户“互联网家装”的接受程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一线城市对互联网家

装接受程度最高，将近 90%的用户表示愿意尝试互联网家装，而二三线用户接受程度在 80%

左右。整体来说，用户对于新型互联网家装接受度比较高。 

 

  可以想见，随着经济、互联网普及程度以及互联网家装服务品质等的提升，未来在中部

地区会有一定的新市场开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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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公司口碑成用户最重视关注点，土巴兔云口碑体系成行业标杆 

 
用户选择装修公司时最关注的因素 

 

  根据易观报告显示，将近九成的用户在选择装修公司时最为关注公司的口碑，除此

之外，用户选择装修公司时关注的因素还有：装修材料的环保性、装修报价、设计方案、公

司规模与品牌、售后保障以及工期的合理性等几个方面。可见，互联网家装用户消费习惯偏

理性，除了追求装修品质和高性价比，更关注装修公司的口碑和规模品牌及售后保障。 

 

  而近年来，互联网家装企业围绕口碑纷纷推出了相关产品，例如土巴兔的云口碑，

这项全行业的权威的信用口碑体系，将从业主的评价、项目经验、工期数据、企业实力和施

工质量五个方面的评价维度对装修公司的口碑值进行动态评分，当然，这当中最直接的评价

要素依然是业主的评价。用户可以通过土巴兔找到装修公司过往的口碑评价，从本根上解决

了用户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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