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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9 月 12 日

证券研究报告

新三板日报（新三板新增上市辅导企业数量连续俩月下降）
■09

月 11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016.57 点，下跌 0.02%。
诸海滨
分析师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9.16 亿元，其中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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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部分 2.94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6.22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7 家，
021-35082062
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11 日，共有 11574 家挂牌企
相关报告
业，有 1465 家做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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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方面：

09 月 11 日新三板整体估值 PE 为 28.98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PE 为
33.09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 PE 为 32.08X，共有 899 只股票发生成交，
其中做市转让 502 只，整体日化换手率 11%。
■重要公司公告：

元年科技（834507），成大生物（831550），德安环保（832665），星
和众工（430084），先步信息（836347），众加利（838082），中教股
份（430176）
，大象股份（833738），鑫众科技（835342），斯福泰克
（430052），芳源环保（839247），华图教育（830858），优万科技
（833074），天物生态（831638），安博通（839570），奥吉通（834455），
闽保股份（430544），上海底特（430646），纽米科技（831742），运
控电子（832187），兆科电子（832311），柏星龙（833075），通宝光
电（833137），东方股份（833374），蓝源传媒（833573），祥云股份
（834607），百诺医药（836534），西科码（838205），益诺欧（839748），
南源电力（830835），水治理（831511），乔扬数控（832065），通达
电气（870399）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新增上市辅导企业数量连续俩月下降
从“小姐姐”到“种花家”，大数据折射出的 95 后兴趣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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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1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016.57 点，下跌 0.02%。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
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9.16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部分 2.94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6.22 亿元。
新挂牌公司共计 7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11 日，共有 11574 家挂牌企
业，有 1465 家做市企业。
表 1：09 月 11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2

三板做市

1016.57

-0.2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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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月 11 日市场概况
项目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1465

10109

11574

当日新增家数

0

7

7

成交股票只数

502

397

899

成交金额（亿元）

2.94

6.22

9.16

待挂牌总家数

-

-

105

申报中总家数

-

-

485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3：09 月 11 日挂牌公司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872164.OC

云能智慧

871860.OC

活力天汇

872114.OC

东诚股份

主营业务

主办券商

汽车租赁；摩托车租赁；电力、电子信息设备租赁；充电设施租赁及充电服务；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特
种设备租赁；汽车维修和保养；汽车配件销售；摩托车配件销售；乘用汽车销售；二手汽车销售；机电设
备安装；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研究开
发；计算机网络设备的安装及维护；电力设备及器材的生产、销售；电力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等
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与相关技术服务（不含限制项目）；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酒店预订、飞机票代理销售；经营电子商
务；为餐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餐饮策划及技术咨询；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初级农产
品销售；服装、纺织品、针织品、日用百货销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销售；建材销售；机械设备、五金
产品、电子产品销售；首饰、工艺品销售;花卉批发、零售；水产品批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健康养
生管理咨询。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信
息服务业务；红酒批发、零售；出版物批发等
光固化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批发和零售等

红塔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

东莞证券

建筑工程、土木工程技术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地基与基础工程
专业承包；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程
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建筑工程、土木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岩土工程设计服务；
开源证券
房屋安全鉴定；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建
筑结构加固补强；建筑钢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古建筑工程服务；基坑监测服务；基坑支护服务；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室内装饰、装修等
液晶显示屏和液晶模块的研发；LCD 液晶显示屏、LCM 液晶模块、仪表台、电子设备、充电器、放电仪、
国融证券
力矩传感器、电机、电池组、控制器、计算机及其配件的制造，销售等

872018.OC

鲁班股份

872135.OC

新思维

872184.OC

技塑股份

研发、生产、销售：弹性体，改性塑料，塑胶原料，功能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雅琪生物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饲料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其他肥料（含水溶肥料）制造；有机肥料及微
生物肥料批发；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
安信证券
能培训项目）；食品添加剂批发；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饲料加工；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
输服务）；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物联网服务；食品添加剂制造；调味品批发；其
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等

872169.OC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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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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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330.OC

君实生物

16.1

10,119.04

651.00

做市转让

制药

430193.OC

微传播

20.3

7,969.78

392.60

协议转让

软件

832970.OC

东海证券

6

7,796.83

617.40

协议转让

资本市场

837732.OC

艾德韦宣

40

5,000.00

125.00

协议转让

媒体Ⅲ

838883.OC

酒便利

11.25

3,774.38

335.50

协议转让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Ⅲ

834541.OC

创显科教

16.2

1,888.92

116.60

协议转让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830809.OC

安达科技

10.79

1,451.44

138.20

做市转让

化工

832754.OC

商安信

10.5

1,386.00

132.00

协议转让

专业服务

835780.OC

凯尔达

12

1,368.00

114.00

协议转让

机械

831628.OC

西部超导

69.20

做市转让

金属、非金属与采矿

18

1,248.21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5：09 月 11 日股权质押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股东名称

834384.OC

秋实农业

北京大地秋实
科技有限公司

833857.OC

时光科技

上海恬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833898.OC

ST 磊曜

沈歆煜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起始
日期

质押截止
日期

质押事由

200.00

2017/9/7

——

用于融资担保

808.00

2017/9/4

2018/9/3

用于流动资金

王振江

500.00

2017/9/8

2018/9/7

用于担保

2,492.80

2017/9/4

2018/9/3

用于其他

2,500.00

2017/9/8

——

用于个人借款
提供担保

质押权人
黑龙江金联
云通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文创支行

836552.OC

博深科技

王学立、范宇洪

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871369.OC

长乐情

胡健

湛伟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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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增公告
表 6：0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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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136.OC

世创科技

901.25

3.50

257.50

0.04

87.50

836847.OC

黄河水

1,500.00

2.00

750.00

0.05

40.00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7：0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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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297.OC

数字认证

5.00

96.50

482.50

现金

832894.OC

紫光通信

2.80

500.00

1400.00

现金

833024.OC

欣智恒

8.00

531.25

4250.00

现金

833380.OC

起航股份

5.20

678.46

3528.00

股权

833466.OC

盛盈汇

4.43

533.47

2363.28

现金

834133.OC

卓杭科技

2.00

300.00

600.00

现金

837304.OC

顺林模型

8.00

310.00

2480.00

现金

837358.OC

容汇锂业

8.38

5954.65

49900.00

现金

837888.OC

步云工控

4.32

776.00

3352.32

股权

870994.OC

开磷瑞阳

2.18

9300.00

20274.00

现金

871223.OC

广晟健发

3.80

3955.00

15029.00

现金

871337.OC

环球优学

125.29

26.00

32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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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年科技（834507）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元年东方软件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花
城大道 8 号武汉软件新城二期 B8 栋 7 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有利于公司开拓
业务，引进相关人才，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成大生物（831550）50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认购了管理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
公司 A 款理财计划”理财产品，理财期限为 91 天，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认购金额为
5000 万元。本次投资有助于公司加快实现战略转型的步伐，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德安环保（832665）2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德安环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新疆伊宁市霍尔果斯，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旨在推进新疆德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拓展南疆市场，开展多方合作，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星和众工（430084）285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将子公司江西星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7100 万元，即
星分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85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850 万元。本次增
资有助于公司加快实现战略转型的步伐，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
力。

3.2. 重大合同
先步信息（836347）与北京海斯顿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近日签订了《新能源汽车用软包锂离子
电池组全自动 PACK 生产线设备采购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640 万元。合同的履行将对公
司本年度和未来经营业绩、市场拓展及品牌效应产生积极影响。
众加利（838082）收到江苏省国际招标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中标江苏省高速公
路收费站整车称重动态汽车衡设备采购与安装项目。中标金额：1404.45 万元。此次中标将
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公司未来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教股份（430176）公司承接青岛金家岭金融区教育基地项目功能教学设备采购安装事宜，
合同金额为 1085.95 万元。上述合同的履行将为公司扩大教育基地新建校业务奠定坚实的基
础，对提升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3.3. 重大资产重组
大象股份（833738）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陈德宏、华融渝稳、华融天泽等
36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大象股份 12,507.70 万股股票，占大象股份总股本的 96.21%，本次交
易作价确定为 23.73 亿元。本次收购旨在优化公司现有业务结构，实现双主业发展格局，增
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鑫众科技（835342）以 2734.10 万元的价格受让新兴佳波纹管公司持有的新兴佳风电公司
100%股权。此次收购有利于利用新兴佳风电公司在风电行业的品牌知名度, 提升公司的市场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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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扩大公司业务范围。
斯福泰克（430052）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奇迹时代 51%股权，收购价格为 8925 万元。本次收
购将有利于公司加快发展网络游戏发行业务，实现主营业务转型，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

3.4. 其他
芳源环保（839247）权益分派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8,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00 股。
华图教育（830858）权益分派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0,102,222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00 股，派 20.00 元
人民币现金。
优万科技（833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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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
审议并通过：聘任廖述斌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邹海波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刘文兰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聘任万俊欢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管理人员任职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天物生态（831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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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9 月 9
日审议并通过：任命蔡宜东为公司总经理，刘军保、周勇为公司副总经理，刘军保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职期限三年。
安博通（839570）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3,037,0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35.60%,可转让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4 日。
奥吉通（834455）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2,916,6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29.17%,可转让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4 日。

3.5. 停复牌
停牌：
闽保股份（430544）
，上海底特（430646）
，纽米科技（831742）
运控电子（832187）
，兆科电子（832311），柏星龙（833075）
通宝光电（833137）
，东方股份（833374）
，蓝源传媒（833573）
祥云股份（834607）
，百诺医药（836534）
，西科码（838205）
益诺欧（839748）
复牌：
南源电力（830835）
，水治理（831511）
，乔扬数控（832065）
通达电气（870399）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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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三板重要新闻
4.1. 新三板新增上市辅导企业数量连续俩月下降
（来源：证券时报）
相比今年上半年新三板公司蜂拥加入 IPO 队伍，下半年挂牌公司的热情似乎有了些许变化，
月新增上市辅导企业逐渐减少。同时，终止上市辅导、撤回 IPO 申请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新增数连续俩月下降
8 月份，新加入 IPO 大军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共有 29 家。这是 6 月份新三板新增上市辅导企
业数量突破 50 家后，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下滑。并且，9 月份已过去三分之一，也仅新增中润
新能、明源软件、瑞德智能三家挂牌公司加入上市辅导行列。
今年以来，已有 12 家挂牌公司成功转板、287 家企业新加入 IPO 队伍。目前正在接受上市
辅导的企业数量超过 500 家，并且还有 149 家企业在排队，新三板无疑为主板提供了强大的
后备军，但其中不乏疑似跟风者。记者统计发现，今年宣布上市辅导的两百余家企业中，2016
年净利润仅百万级别，甚至亏损超千万的企业，不下 10 家，利润同比下滑严重的企业也有
不少。
随着 IPO 队伍的扩大，疑似跟风辅导的企业占比也越来越高。今年前四个月新增的上市辅导
企业中，月均只有 3 家企业去年净利润低于 2000 万元，占比不足一成。但从 5 月份开始，
这个数字逐步上升，6、7 月份分别达到 10 家和 9 家，占比达到 19%和 24%。8 月份新加入
IPO 队伍的 29 家企业中，也有 4 家去年业绩不足 2000 万，占比虽比 7 月份有所降低，但今
年中报业绩出现不同程度下滑的企业达到 12 家，占比超过四成。
这不难理解，过往业绩靓丽且对未来信心充足的企业，会更早计划上市。记者统计发现，新
三板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净利润超过 2000 万元且未进行上市辅导的企业仅 854 家，
如果剔除类金融、上市公司子公司，数量将更少。
8 月多公司终止上市辅导
因业绩变脸而终止 IPO 的企业也越来越多，终止辅导的企业辅导期也屡创新短。
据东财 choice 统计，8 月份以来，新三板新增上市辅导企业数量下降的同时，终止上市辅导
的企业数量也达到 7 家，比如辅导期已超过 5 年的德邦工程。9 月 4 日，德邦工程宣布终止
上市辅导，理由是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对于公司放弃 IPO 的原因，市场大多猜测与其业绩波
动有关。
近 3 年来，从事装备制造和工程服务的德邦工程业绩逐年下滑，从 2014 年年赚 3000 余万
一路下滑到 2016 年亏损超过 4000 万。尽管今年上半年已出现扭亏，公司仍终止了上市辅
导。伴随着业绩下滑的是，公司定增融资事宜进展缓慢，去年 11 月份拟定增融资 1 亿元补
血，至今仍未实施完成。
连续两年净利润超过 3000 万元的华高世纪，8 月份终止和广发证券(000776,股吧)的辅导协
议时，辅导期仅半年。今年上半年，华高世纪的业绩也出现滑铁卢，净利润虽近两千万，但
相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52%，结束了 2014 年以来连续三年的高增长。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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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5 家宣布终止上市辅导的挂牌公司皆因变更辅导机构，其中也有两家公司中报业绩下滑
严重。
2015 年底开始接受国盛证券上市辅导的大盛微电，在 2017 年 8 月底更改为中原证券，
继续冲击 IPO。不过，大盛微电 2016 年业绩已经开始呈现下滑之势，到今年上半年由盈转
亏，这是其 2012 年以来首次出现亏损。
同样更改辅导机构并且上半年业绩变脸的公司还有冠新软件，和海通证券(600837,股吧)解除
辅导协议后，牵手了华西证券，今年上半年亏损逾千万，也是 2013 年以来的首亏。
两家公司撤回 IPO 申请
8 月 17 日及 18 日，吉人高新、宏源药业相继公告撤回 IPO 申请已获得证监会同意，这是继
迈奇化学、和顺科技、洁昊环保、圣迪乐村之后，主动撤回 IPO 申请的新三板公司。
对于主动终止 IPO 的原因，吉人高新方面表示，是因部分员工所持公司股权将发生变动及公
司拟增加股本所致。而宏源药业则表示拟调整上市计划。
从业绩来看，宏源药业和吉人高新并未出现像迈奇化学、圣迪乐村一样严重下滑的情况。相
反，宏源药业上半年净利润基本维持了去年的水平，吉人高新中报净利超 4000 万，比去年
同期的 1800 余万不止翻了一番，甚至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净利润。
也有传闻称，宏源药业撤回 IPO 申请，与之前的洁昊环保一样，都与“三类股东”有关。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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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小姐姐”到“种花家”，大数据折射出的 95 后兴趣标签
（来源：钛媒体赫婧）
如果盘点一份 2017 年的年度新词榜，“小姐姐”必然上榜。
这个诞生于互联网线上交流中陌生女性之间的称呼，已经成为新生代年轻人的常用语。“小
姐姐今天搭的这套特好看”
、
“小姐姐，能和你商量个事吗？”无论是在弹幕、微信聊天还是
现实中的社交，与“小姐姐”有关的应用场景随处可见。
在这之前，让上一代际的年轻人——姑且称 80 后——最不能自拔流行称谓当属“亲”
，一个
从淘宝时代流行至今的称谓。
“小姐姐”称谓，适用对象为年轻女性，相比于“美女”、
“姐姐”、
“大姐”更为礼貌和俏皮，
由于小姐姐常和“好看的”连用在一起，带有夸赞的意味，其社交效果并不亚于当年八零后
口中的“亲”
。
但如今，80 后已经无法理解“小姐姐”的流行。从“亲”到“小姐姐”
，一个简单的称谓变
化，根本上是一个群体的兴趣文化变迁。
“小姐姐”发酵于一种小圈子文化，源头是日本的一场造星企划：lovelive。从 2010 年 7 月
开始，角川书店旗下美少女综合娱乐杂志《电击 G’s magazine》、联合日本动画公司
SUNRISE、唱片公司 Lantis 以 lovelive 的名号发行单曲，推出 9 位女孩组成的偶像团队，
制作同名动画和游戏，还成功举办了数场万人级别的演唱会。
“小姐姐”
，正是粉丝们对于偶
像的亲切称呼。
相对于 80 后人群在建立了基本世界观之后才开始接触互联网工具，95 后可以说是生于互联
网、长于互联网，屏幕、表情和数据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即手机”、“人与人的沟通本质
上是数据的传输过程”更接近于对这一代人的描述。
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以轻易地通过大数据来窥见 95 后人群的行为特征。
95 后阅读什么？因何而聚集成群？他们的时间如何分配？ QQ 浏览器发布的《95 后兴趣大
数据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总结出了相应的几大趋势，这其中包括：兴趣正成为 95 后
如何分配时间的基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也会把更多时间投注在自己的小
圈子里；同时关心社会时事也是 95 后互联网生活的重要特征，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关注
甚至超过了娱乐、小说；95 后人群中的代表游戏《王者荣耀》等，兼具熟人与陌生人社交功
能的娱乐方式将成为一个“新入口”
。
从一个个标签和数据出发去理解 95 后，你会发现他们与人们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
95 后们的“小姐姐”是如何养成的
95 后小圈子的兴起正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物质资源的丰富给了 95 后们更多选择，即使是
喜欢二次元，他们也更加清楚自己喜欢二次元中的什么：比如“Galgame”，比如“初音未
来”
，再比如“lovelive”……某种意义上，95 后人群的生活和行为习惯已经显著的标签化。
QQ 浏览器发布的这份报告也印证了同样的趋势，
《报告》发现，
“兴趣”是影响 95 后人群学
习、就业、社交、娱乐等行为的重要因素。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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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95 后最爱的小说类型，校园题材在 95 后人群中占比为 18.6%，仅次于玄幻仙侠类的
23.7%；95 后最喜爱的偶像仍集中在鹿晗、TFBOYS、杨幂、赵丽颖这样的阳光少年和邻家
少女。
排名前二位的玄幻、校园两大兴趣类型，直接决定了这些领域明星的走红，比如，出演《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杨幂，典型的玄幻 IP 主角，就成了 95 后眼中当之无愧的“小姐姐”
。
使得小姐姐这样的偶像文化流行起来的“lovelive 女团”，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中也生根落地，
以 lovelive 为主题的小圈子已遍布 QQ、贴吧乃至 B 站。
然而你知道吗？它真正开始从中国积攒人气是从 B 站上放送的 TV 动画《Love Live！》开始
的，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一群不安现状的女学生们如何成为偶像的故事，“看着你隔壁班的小
姐姐一步步成为舞台中央的偶像”——这样的设定打动了不少年轻受众。

不仅仅是日本女团这样的“舶来品”，在中国，凭借微博开始传播直至走红的高中女团
Sunshine（现已更名为“3unshine”
）代表了类似的潮流。毕竟，
“成为偶像”这个主题本身
就是可以跨次元而存在的。
3unshine 三人女团的成员之一 Abby 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身边每 10 个人中，有 9 个想出
名，只是不敢说，你为什么不能成为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个人呢？”
数以亿计的未成名年轻人在集体享受着成名者“成为偶像”的过程，大数据记录下了他们的
兴趣标签，并直接影响了 95 后内容消费的选择。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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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姐”不是全部，他们还爱“种花家”
但如果你认为 95 后只关心娱乐、小说而不关心社会时事的话，那么就又错了。
在 95 后人群的兴趣榜单中，社会时事和军事要闻的相关内容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七位，关注
度分别为 60.9%和 22.6%（相比之下，“明星娱乐”内容在 95 后兴趣榜单中排名第二）。

兴趣榜单显示，95 后年轻人虽然对娱乐、小说、游戏、恋爱、宠物等内容兴趣程度很高，并
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坚守的个性化兴趣领域，但大多数 95 后还是对社会时事类信息甚至是
军事新闻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

95 后年轻人是原生于互联网的一代，浏览器使用时长足够，让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关注密集
的信息。这群人的浏览器大数据显示，他们既关心时事新闻，也能照顾到自己的小圈子，他
们甚至可以做到“全天 16 小时不掉线”，尤其是在早间和晚间阅读的黄金时段表现活跃，浏
览人数占到人群总体的 33%。
在 B 站走红的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 95 后年轻人喜爱的这部国
产动漫，很多非 95 后却不知道，这部动漫是以爱国为题材的国产漫画。
“泪奔！”
、“看一集哭一集”是这部动画的常见弹幕，如果你开着弹幕，每到一集的片尾曲
《追梦赤子心》响起时，就能感受到无数条弹幕陪你一起泪流满面的情景；
“种花家”
（中华
家的谐音）这个关键词也成了 95 后年轻人中刷屏的口头禅。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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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宣扬中国民族凝聚力的《战狼 II》高达 50 亿+的票房中，有部分正是 95 后小朋
友贡献的。如果你身边有 95 后乃至 00 后小朋友观看了《战狼 II》，你会有很大概率在他们
的表情中读出一种民族自豪感。
“无论你在海外遇到了怎样的危险，请你记住，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一位 95 后的
中学生在观后感中这样写。在观看《战狼 II》过程中，这位中学生“经历了愤怒、悲痛和感
动”的情绪变化，她还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表示，
“饭可以不吃，电影不能不看。”
95 后人群真的不是想当然的“非主流”，他们同样善于接收正能量。
网络社交的入口依然是“兴趣”
《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在 95 后人群中，微信的关注指数为 26.7%，陌陌为 8.3%，Facebook
为 5.3%，远远高于其他社交方式。
但显然不同的是，95 后的社交方式已经不满足于语音、图片了，当业内还在讨论“下一代社
交”可能是什么形态的时候，95 后人群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除了共同的偶像小组，游戏，
也成为典型的社交入口。
游戏《王者荣耀》的火爆代表了 95 后社交方式的升级，它在 95 后人群中的关注指数高达
25.1%，接近了微信的 26.7%。

这款游戏在年轻人中的风靡，甚至成了很多人的研究课题。一位 70 后的中科院研究员为了
研究《王者荣耀》为何受到年轻人的热爱，在游戏中组建了了一支战队，进而发展成一个微
信群，在群里他得知嫌弃自己的“打得太差”的队友们竟是一群正在准备高考的中学生们。
“如果需要从随机模式战斗进入固定模式战斗，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同伴玩家，抱团取暖。而
《王者荣耀》快速传播和在各类人群中引发热玩的奥妙也就在于此。”这位研究员在报告中
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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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荣耀》能产生强大的用户粘性，和其承载的社交功能密不可分：无论是基于微信关系
邀请的好友，还是一个点赞换来的网友，在游戏世界中的人，都成为了抱团取暖的战友。
融入了“召唤队友”这样的社交功能的《王者荣耀》，将现实中真实的社会关系在虚拟网络
世界中予以借位融合，深深吸引了 95 后年轻群体，成为兴趣社交的新入口。
QQ 浏览器通过大数据清晰的展示了 95 后人群的兴趣走向，娱乐兴趣导致他们“按偶像分群”
（个性）
、自嗨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性事件（责任）和 16 小时不掉线（勤奋）……写入了 95
后年轻人的新词典，更是成为研究这一群体绕不开的关键词。
同时，95 后的足迹遍布了从微信朋友圈、AB 站到 QQ 浏览器这样的内容消费平台，从二次
元、偶像女团到《王者荣耀》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用兴趣投票。这也是为什么 QQ 浏览器
把“跟着兴趣走下去”作为了全新的品牌主张，兴趣，已经成为 95 后的行为准则。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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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海滨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责、诚实
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
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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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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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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