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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5 日 多家公司摘牌，IPO 辅导与申报公司

数量双减 

 
——新三板 IPO 周报（2017/8/28-2017/9/3） 

 相关研究 
新三板市场建设媒体通气会上领
导都说了啥？——新三板周报
（2017/8/21-2017/8/27） 
 
36%公司披露中报 创新层不如
基础层 ——新三板周报
（2017/8/14-2017/8/20） 
 
九典制药创最快过会记录，宇邦
新材反馈意见关注信批更正——
新三板 IPO 周报
（2017/8/21-2017/8/27） 
 
耐普矿机未过会，33 天内第三家
新三板企业被否——新三板 IPO
周报（2017/8/14-2017/8/20） 
 
 
 
 
 

 截至本周五，公告进入 IPO 辅导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共 526 家，比上周减少 5 家。未过

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共 520 家，其中新三板挂牌公司共 123 家，比上周

减少 4 家。 

 本周新增 IPO 辅导挂牌公司 5 家，已辅导的挂牌公司减少 10 家。 

 本周新增 IPO 申报挂牌公司 1 家，已申报的挂牌公司减少 5 家。 

 IPO 申报排队情况 

1) 上交所主板：未过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共 239 家，其中新三板

公司 50 家，34 家已反馈，16 家已受理。排位前三的分别为海容冷链 58、

有友食品 60、波斯科技 65。 

2) 深交所中小板：未过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共 73 家，其中新三板

公司共 14 家，9 家已反馈，5 家已受理。排位前三的分别为湘佳牧业 24、日

懋园林 33、宏川智慧 35。 

3) 深交所创业板：未过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共 208 家，其中新三

板公司共 59 家，2 家预披露更新，26 家已反馈，31 家已受理。排位前三的

分别为宇邦新材 31、广信科技 35、百华悦邦 41。 

 本周共有 8 家申报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其均未在新三板挂牌。 

证券分析师 
王文翌 
A0230517040001 
wangwy2@swsresearch.com 
(8621)23297818×7232 
1850171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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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周五（20170901），公告进入 IPO 辅导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共 526 家，比

上周减少 5 家。未过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共 520 家，其中新三板挂牌

公司共 123 家，比上周减少 4 家。 

由于多家 IPO 概念公司摘牌，本周 IPO 辅导与申报公司数量双双减少。 

本周新增 IPO 辅导挂牌公司 5 家（傲伦达 837659.OC、嘉元科技 833790.OC、

赛特斯 832800.OC、清畅电力 430057.OC、佳奇科技 834061.OC）。 

减少 IPO 辅导挂牌公司 10 家（正海合泰 832818.OC、玉禾田 837848.OC、迅

销科技 835200.OC、沃格光电 832766.OC、润丰股份 837380.OC、凯金能源

836862.OC、德固特 835825.OC、新产业 830838.OC 摘牌，世纪天鸿 833456.OC

上市）。 

本周新增 IPO 申报挂牌公司 1 家（森鹰窗业 430483.OC，2017 年 3 月 2 日中止

审查，现恢复审查） 

减少 IPO 申报公司 5 家（沃格光电 832766.OC、才府玻璃 831530.OC、新产业

830838.OC、凯金能源 836862.OC、润丰股份 837380.OC 摘牌）。 

本周上会企业 6 家，过会企业 5 家，其中无新三板挂牌公司。本周世纪天鸿

833456.OC（7 月 28 日过会）获 IPO 批文。目前还有九典制药、凯伦建材和阿科力

等 3 家已过会挂牌公司仍在等待股票发行批文，其中最早过会的是 5 月 24 日过会的

凯伦建材。万马科技于 8 月 31 日上市，截止 9 月 1 日，两天涨幅 19.95%，共成交

117 手，金额 10.54 万元。 

图 1：新三板 IPO 辅导、申报公司数量变化  图 2：本周新三板 IPO 申报板块分布 

 

   

 

资料来源：证监会，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证监会，申万宏源研究  

 

1.  新增 6 家新三板公司进入 IPO 辅导 
截止本周五（20170901），公告进入 IPO 辅导的挂牌公司 526 家，比上周减

少 5 家。新增 IPO 辅导挂牌公司 5 家，已辅导的挂牌公司减少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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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周新增 IPO 辅导公司简介 

代码 名称 公告日期 辅导机构 转让方式 所在层级 
总股本 

(万股) 

市盈率

(TTM) 

2016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2016 年

净利润 

(万元) 

主营业务 

837659.OC 傲伦达 2017-9-1 东北证券 协议 基础 7910  11.75  34993  5132  功能性精细化工中间产品 

833790.OC 嘉元科技 2017-8-31 金元证券 协议 基础 15008  14.55  42362  6174  

锂离子电池负极集流体应

用的 6~18μm 各类高性能

电解铜箔 

832800.OC 赛特斯 2017-8-30 中信证券 协议 创新 41123  28.95  50656  13423  

为运营商、广电、政府、企

业及个人用户提供云、网、

端的信息通信方案 

430057.OC 清畅电力 2017-8-28 西部证券 做市 基础 10047  32.43  15105  1238  中高压配电设备 

834061.OC 佳奇科技 2017-8-28 中德证券 协议 基础 7920  17.45  24128  3064  智能机器人玩具、早教玩具 

注 1：PE（TTM）根据各公司已披露的最新年报、中报及季报数据计算获得 

资料来源：Choice，申万宏源研究 

2. 123 家新三板公司申报 IPO 
2.1 50 家公司申报上交所主板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上交所主板未过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共

239 家，其中新三板公司 50 家，34 家已反馈，16 家已受理。排位前三的分别为海

容冷链 58、有友食品 60、波斯科技 65。 

表 2：新三板公司上交所主板排队情况 

序

号 
代码 申报企业 申报日 注册地 所属行业 保荐机构 审核状态 

是否已参加

抽查抽签或

现场检查 

本周

排位 

同比上

周排位

变化 

1 830822.OC 海容冷链 2015-11-13 青岛 通用设备制造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58 ↓2 

2 831377.OC 有友食品 2015-12-18 重庆 食品制造业 东北证券 已反馈 是 60 ↓1 

3 830885.OC 波斯科技 2016-1-8 广东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平安证券 已反馈 是 65 ↓1 

4 430483.OC 森鹰窗业 2016-1-8 黑龙江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广发证券 已反馈 是 66 - 

5 832568.OC 阿波罗 2016-4-8 上海 专用设备制造业 东北证券 已反馈 是 71 ↓2 

6 832154.OC 文灿股份 2016-4-29 广东 汽车制造业 中信建投 已反馈 是 73 ↓2 

7 835933.OC 钜泉光电 2016-6-24 上海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84 ↑1 

8 834081.OC 通领科技 2016-6-24 上海 汽车制造业 安信证券 已反馈 是 91 ↑1 

9 430555.OC 英派瑞 2016-7-1 安徽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东方财富证

券 
已反馈 是 94 ↑1 

10 832374.OC 丽岛新材 2016-7-1 江苏 金属制品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99 ↑3 

11 830866.OC 凌志软件 2016-7-1 江苏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天风证券 已反馈 是 102 ↑3 

12 834393.OC 爱柯迪 2016-7-29 宁波 汽车制造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107 ↑3 

13 830948.OC 捷昌驱动 2016-8-26 浙江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兴业证券 已反馈 是 111 ↑3 

14 832099.OC 新疆火炬 2016-10-28 新疆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西部证券 已反馈 是 115 ↑3 

15 833081.OC 顺博合金 2016-11-11 重庆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国海证券 已反馈 是 118 ↑3 

16 832715.OC 华信股份 2016-12-9 大连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海通证券 已反馈 是 1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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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835183.OC 鸿禧能源 2016-12-23 浙江 电器机械和器械制造业 中德证券 已反馈 是 130 ↑4 

18 831450.OC 金宏气体 2016-12-30 江苏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招商证券 已反馈 是 141 ↑4 

19 832196.OC 秦森园林 2016-12-30 上海 土木工程建筑业 光大证券 已反馈 是 144 ↑4 

20 832821.OC 金丹科技 2017-1-6 河南 食品制造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147 ↑4 

21 834099.OC 蓝怡科技 2017-1-6 上海 批发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149 ↑4 

22 831263.OC 科华控股 2017-1-6 江苏 汽车制造业 东北证券 已反馈 是 152 ↑4 

23 833249.OC 浙江国祥 2017-1-13 浙江 通用设备制造业 海通证券 已反馈 是 155 ↑4 

24 831463.OC 凯雪冷链 2017-2-10 河南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中原证券 已反馈 是 158 ↑4 

25 833868.OC 南京证券 2017-3-17 江苏 资本市场服务 东吴证券 已反馈 是 160 ↑4 

26 830964.OC 润农节水 2017-3-31 河北 土木工程建筑业 中信建投 已反馈 是 165 ↑4 

27 834003.OC 挖金客 2016-6-24 北京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招商证券 已反馈 是 175 ↑4 

28 834801.OC 淳中科技 2017-5-26 北京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招商证券 已反馈 是 178 ↑4 

29 832089.OC 禾昌聚合 2017-5-26 江苏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天风证券 已反馈 是 182 ↑3 

30 834980.OC 宁波水表 2017-6-9 宁波 仪器仪表制造业 国元证券 已反馈 否 185 ↑10 

31 830970.OC 艾录股份 2017-6-9 上海 造纸和纸制品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否 186 ↑2 

32 835174.OC 五新隧装 2017-6-9 湖南 专用设备制造业 天风证券 已反馈 否 190 不变 

33 831274.OC 瑞可达 2017-6-16 江苏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华福证券 已反馈 否 192 ↑12 

34 833368.OC 江苏新能 2017-6-30 江苏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 

南京证券、华

泰联合 
已反馈 否 194 ↑23 

35 833677.OC 芯能科技 2017-5-4 浙江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招商证券 已受理 是 196 ↓4 

36 832899.OC 景津环保 2017-5-26 山东 通用设备制造业 银河证券 已受理 是 197 ↓4 

37 831213.OC 博汇股份 2017-6-16 宁波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

料加工业 
浙商证券 已受理 否 199 不变 

38 834175.OC 冠盛集团 2017-6-29 浙江 汽车制造业 国金证券 已受理 否 207 ↑2 

39 831891.OC 行动教育 2017-6-29 上海 教育 安信证券 已受理 否 209 ↑2 

40 831135.OC 永冠股份 2017-6-30 上海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东兴证券 已受理 否 218 ↑4 

41 830849.OC 平原智能 2017-6-30 河南 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信建投 已受理 否 219 ↑4 

43 833695.OC 富士莱 2017-6-30 江苏 医药制造业 华林证券 已受理 否 231 ↑4 

44 833990.OC 迈得医疗 2017-7-6 浙江 专用设备制造业 国信证券 已受理 否 242 ↑4 

45 833403.OC 华通能源 2017-7-6 陕西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海通证券 已受理 否 244 ↑4 

46 833656.OC 确成硅化 2017-7-10 江苏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中信建投 已受理 否 245 ↑4 

47 834682.OC 球冠电缆 2017-7-10 宁波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光大证券 已受理 否 249 ↑4 

48 833054.OC 未来电器 2017-7-10 江苏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中泰证券 已受理 否 251 ↑4 

49 832954.OC 龙创设计 2017-7-10 上海 专业技术服务业 广发证券 已受理 否 255 ↑4 

50 835223.OC 瑞华股份 2017-7-18 河南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 
长江证券 已受理 否 260 ↑4 

资料来源：证监会，申万宏源研究 

 

2.2 14 家公司申报深交所中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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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深交所中小板未过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

共 73 家，其中新三板公司共 14 家，9 家已反馈，5 家已受理。排位前三的分别为湘

佳牧业 24、日懋园林 33、宏川智慧 35。 

表 3：新三板公司深交所中小板排队情况 

序

号 
代码 申报企业 申报日 注册地 所属行业 保荐机构 审核状态 

是否已参加

抽查抽签或

现场检查 

本周

排位 

同比上

周排位

变化 

1 831102.OC 湘佳牧业 2015-11-13 湖南 畜牧业 中德证券 已反馈 是 24 ↓1 

2 830980.OC 日懋园林 2016-7-1 厦门 土木工程建筑业 华创证券 已反馈 是 33 ↑1 

3 834337.OC 宏川智慧 2016-7-8 广东 仓储业 东莞证券 已反馈 是 35 ↑1 

4 832292.OC 曙光电缆 2016-10-8 江苏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金元证券 已反馈 是 42 ↑1 

5 430539.OC 扬子地板 2016-10-14 安徽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国元证券 已反馈 是 43 ↑1 

6 832897.OC 回头客 2016-12-30 福建 食品制造业 中信证券 已反馈 是 51 ↑1 

7 834765.OC 美之高 2017-6-9 深圳 家具制造业 华创证券 已反馈 否 63 ↑1 

8 831063.OC 安泰股份 2017-6-16 安徽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海通证券 已反馈 否 64 ↑1 

9 835776.OC 招金励福 2017-6-28 山东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招商证券 已反馈 否 66 ↑1 

10 832491.OC 奥迪威 2017-6-30 广东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红塔证券 已受理 否 70 ↑1 

11 831868.OC 新农股份 2017-6-30 浙江 
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

业 
光大证券 已受理 否 72 ↑1 

12 832238.OC 康泰股份 2017-7-6 辽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光大证券 已受理 否 76 ↑1 

13 832003.OC 同信通信 2017-7-6 黑龙江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招商证券 已受理 否 77 ↑1 

14 834021.OC 流金岁月 2017-7-6 北京 商务服务业 天风证券 已受理 否 78 ↑1 

资料来源：证监会，申万宏源研究 

 

2.3 59 家公司申报深交所创业板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深交所创业板未过会且正常待审的 IPO 首发申请企业

共 208 家，其中新三板公司共 59 家，2 家预披露更新，26 家已反馈，31 家已受理。

排位前三的分别为宇邦新材 31、广信科技 35、百华悦邦 41。 

表 4：新三板公司深交所创业板排队情况 

序

号 
代码 申报企业 申报日 注册地 所属行业 保荐机构 审核状态 

是否已参加

抽查抽签或

现场检查 

本周

排位 

同比上

周排位

变化 

1 832681.OC 宇邦新材 2016-9-30 江苏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东兴证券 

预先披露

更新 
是 31 ↑2 

2 430447.OC 广信科技 2016-12-16 湖南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招商证券 
预先披露

更新 
是 35 不变 

3 831008.OC 百华悦邦 2015-11-13 北京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

用产品修理业 
西南证券 已反馈 是 41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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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31171.OC 海纳生物 2016-6-17 广东 食品制造业 广发证券 已反馈 是 55 不变 

6 430011.OC 指南针 2016-6-24 北京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国泰君安 已反馈 是 59 不变 

7 830771.OC 华灿电讯 2016-7-1 江苏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中信建投 已反馈 是 60 不变 

8 836201.OC 和力辰光 2016-7-1 北京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中泰证券 已反馈 是 62 ↑1 

9 831175.OC 派诺科技 2016-8-26 广东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华林证券 已反馈 是 63 ↑1 

10 834870.OC 瑞翌新材 2016-12-16 浙江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川财证券 已反馈 是 73 ↑3 

11 831475.OC 春晖智控 2016-12-23 浙江 通用设备制造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78 ↑3 

12 430515.OC 麟龙股份 2016-12-23 辽宁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东兴证券 已反馈 是 79 ↑3 

13 834098.OC 慧尔股份 2016-12-23 新疆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长江证券 已反馈 是 80 ↑3 

14 832745.OC 奥飞数据 2016-12-30 广东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民生证券 已反馈 是 84 ↑3 

15 832706.OC 时代凌宇 2016-12-30 北京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民生证券 已反馈 是 85 ↑3 

16 832389.OC 睿思凯 2017-1-13 江苏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国金证券 已反馈 是 90 ↑3 

17 835239.OC 网银互联 2017-1-13 浙江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长江证券 已反馈 是 91 ↑3 

18 831103.OC 怡达化学 2017-1-13 江苏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光大证券 已反馈 是 94 ↑3 

19 831392.OC 天迈科技 2017-2-10 河南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光大证券 已反馈 是 98 ↑3 

20 833761.OC 科顺防水 2017-3-3 广东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国元证券 已反馈 是 101 ↑3 

21 832938.OC 国林环保 2017-3-31 青岛 专用设备制造业 华福证券 已反馈 是 104 ↑3 

22 834779.OC 美瑞新材 2017-3-31 山东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海通证券 已反馈 是 105 ↑3 

23 833708.OC 捷佳伟创 2017-4-21 深圳 专用设备制造业            国信证券 已反馈 是 115 ↑3 

24 836099.OC 天元集团 2017-4-28 广东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东莞证券 已反馈 是 118 ↑3 

25 831560.OC 盈建科 2017-4-28 北京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东北证券 已反馈 是 119 ↑3 

26 830799.OC 艾融软件 2017-5-26 上海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中德证券 已反馈 是 127 ↑3 

27 833958.OC 顶固集创 2017-5-26 广东 家具制造业 长城证券 已反馈 是 128 ↑3 

28 835147.OC 恒达新材 2017-5-26 浙江 造纸及纸制品业 九州证券 已反馈 是 133 ↑3 

29 830968.OC 华电电气 2015-12-25 江苏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东吴证券 已受理 是 140 ↑2 

30 831406.OC 森达电气 2016-12-30 福建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海通证券 已受理 是 143 ↑2 

31 834291.OC 中信出版 2017-5-26 北京 新闻和出版业 中信建投 已受理 是 145 ↑2 

32 833229.OC 龙利得 2017-6-9 安徽 造纸和纸制品业 东吴证券 已受理 是 149 ↑2 

33 833638.OC 贝斯达 2017-6-9 深圳 专用设备制造业 天风证券 已受理 是 150 ↑2 

34 836119.OC 朝歌科技 2011-7-4 北京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东兴证券 已受理 是 152 ↑2 

35 835770.OC 有方科技 2017-6-16 深圳 
计算机ˎ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华创证券 已受理 是 155 ↑3 

36 430198.OC 微创光电 2017-6-23 湖北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安信证券 已受理 是 160 ↑3 

37 831856.OC 浩淼科技 2017-6-21 安徽 专用设备制造业 国元证券 已受理 是 161 ↑3 

38 834316.OC 振威展览 2017-6-23 天津 商务服务业 广发证券 已受理 是 163 ↑3 

39 832709.OC 达特照明 2017-6-28 深圳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长城证券 已受理 是 16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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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34957.OC 上海凯鑫 2017-6-28 上海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长江证券 已受理 是 169 ↑3 

41 430223.OC 亿童文教 2017-6-28 湖北 新闻和出版业 东兴证券 已受理 否 172 ↑3 

42 838982.OC 阳光中科 2017-6-29 福建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国金证券 已受理 否 174 ↑3 

43 834589.OC 洁特生物 2017-6-28 广东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江海证券 已受理 否 182 ↑3 

44 835486.OC 国安达 2017-6-28 厦门 专用设备制造业 招商证券 已受理 否 183 ↑3 

45 838276.OC 七彩化学 2017-6-29 辽宁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长江证券 已受理 否 184 ↑3 

46 832283.OC 天丰电源 2017-6-30 浙江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华西证券 已受理 否 189 ↑3 

47 430229.OC 绿岸网络 2017-7-3 上海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海通证券 已受理 否 195 ↑3 

48 833133.OC 中红医疗 2017-7-3 河北 专用设备制造业 海通证券 已受理 否 196 ↑3 

49 835315.OC 驱动人生 2017-7-3 深圳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国信证券 已受理 否 199 ↑3 

50 832861.OC 奇致激光 2017-7-6 湖北 专用设备制造业 长江证券 已受理 否 201 ↑3 

51 833645.OC 安联锐视 2017-7-10 广东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兴业证券 已受理 否 204 ↑3 

52 836582.OC 三角防务 2017-7-11 陕西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中航证券 已受理 否 205 ↑3 

53 835053.OC 帝尔激光 2017-7-11 湖北 专用设备制造业  长江证券 已受理 否 207 ↑3 

54 833047.OC 天堰科技 2017-7-10 天津 仪器仪表制造业 天风证券 已受理 否 209 ↑3 

55 835009.OC 金力永磁 2017-7-12 江西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海通证券 已受理 否 214 ↑3 

56 835406.OC 瑞联新材 2017-7-11 陕西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海通证券 已受理 否 215 ↑3 

57 838966.OC 柠檬微趣 2017-7-24 北京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招商证券 已受理 否 216 ↑3 

58 430373.OC 捷安高科 2017-8-18 河南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民生证券 已受理 否 219 ↑3 

59 834647.OC 若羽臣 2017-8-23 广东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广发证券 已受理 否 220 ↑3 

资料来源：证监会，申万宏源研究 

 

3. 本周无三板挂牌公司收到反馈意见 
本周证监会共披露了 8 家申报公司反馈意见，其均未在三板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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