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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更倾向股权投资评估方式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动态点评： 

新三板更倾向股权投资评估方式。筹划逾 3 个月之后，上市公司新华

都换股吸收合并新三板挂牌企业友宝在线事项宣布终止。友宝在线股

东人数众多，股东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使公司主要股东与重组方新华

都之间在交易价格等方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在新三板二级市场的

交易量和它的股价已经严重失真了，那么它的可参考性也越来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股权的评估方式，按照股权投资进行估

值。 

数据速递： 

2017年 9月 11日三板成指收于 1226.38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38%；

三板做市收于 1016.57 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02%。 

2017 年 9月 11 日新三板总成交量为 14540.82 万股，较上一交易日增

加 8.77%；总成交金额为 91600.14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37.80%。 

换手率为 0.05%，整体、做市转让、协议转让公司的市盈率分别达到

32.72、26.64、37.88。 

做市转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君实生物，达 10119.04 万元；协议转让

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微传播，达到 7969.78 万元。前十企业的成交额

均超过 1200 万元。 

今日新增挂牌 7 家企业。目前挂牌公司总计 11566 家，其中协议转让

10101 家，占比 87.33%。 

今日无新增做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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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点评】 
1. 新三板更倾向股权投资评估方式 

筹划逾 3 个月之后，上市公司新华都换股吸收合并新三板挂牌企业友宝在线事

项宣布终止。友宝在线股东人数众多，股东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使公司主要股东与

重组方新华都之间在交易价格等方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点评】现在新三板二级市场的交易量和它的股价已经严重失真了，那么它的

可参考性也越来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股权的评估方式，按照股权

投资进行估值。 

来源：华夏时报《“自动贩卖机第一股”友宝在线拒绝贱卖》 

 

【数据速递】 

表 1： 上一交易日三板成指、做市指数均下跌 

收盘 当日涨跌幅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万元） 

三板成指 1226.38  -1.38% 9233.66 72660.21 

三板做市 1016.57  -0.02% 4964.5 28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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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度上升 

 总体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挂牌公司总数 11574 1465 10109 

总股本（亿股） 6765.69 1487.88 5277.81 

流通股本（亿股） 3240.85 934.05 2306.8 

成交股票数量 899 502 397 

成交股数（万股） 14540.82  5353.55  9187.28  

成交金额（万元） 91600.14  29369.50  62230.64  

市盈率 32.72  26.64  37.88  

换手率（%） 0.05  0.08  0.05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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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换手率上升  图 4：市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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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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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家公司为协议转让 

名称 转让方式 主办券商 管理型行业 

天澄环保 协议 中信建投证券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金宇顺达 协议 开源证券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共添营销 协议 光大证券 商务服务业 

五星传奇 协议 中信建投证券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

音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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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泉环保 协议 中泰证券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顺鑫昌 协议 方正证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卡联股份 协议 方正证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今日无新增做市信息。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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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光通信 2017-09-11 实施中 北京中科 2017-09-11 实施中 

容汇锂业 2017-09-11 实施中 汇尔杰 2017-09-11 实施中 

起航股份 2017-09-11 董事会批准 赛诺生物 2017-09-11 股东大会批准 

数字认证 2017-09-11 董事会无法表决 顺林模型 2017-09-11 董事会无法表决 

百年巧匠 2017-09-11 实施中 第一物业 2017-09-11 实施完成 

科伦股份 2017-09-11 实施中 航天恒丰 2017-09-11 董事会批准 

寰烁股份 2017-09-11 董事会终止 步云工控 2017-09-11 实施完成 

鲜美种苗 2017-09-11 实施中 艾禾生态 2017-09-11 股东大会批准 

惠柏新材 2017-09-11 实施完成 志博信 2017-09-11 实施完成 

芝星炭业 2017-09-11 股东大会批准 寻见科技 2017-09-11 董事会批准 

欣智恒 2017-09-11 董事会修改 虎巴股份 2017-09-11 实施完成 

盛盈汇 2017-09-11 实施中 开磷瑞阳 2017-09-11 实施中 

骏创科技 2017-09-11 董事会批准 环球优学 2017-09-11 实施中 

卓杭科技 2017-09-11 实施中 广晟健发 2017-09-11 董事会批准 

麦凯智造 2017-09-11 股东大会批准 商德陶瓷 2017-09-11 董事会批准 

群晖股份 201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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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研究中心负责人、首席研究员，10年一二级资本市

场工作经验。 

郑照堃：复旦大学高分子硕士，新三板分析师，3年材料行业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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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 

评级 

说明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介于市场基准-5%至 5%之间。 

减持 在未来 6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15%以上。 

行业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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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