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新三板研究报告 / 策略日报 

 
监管层优化重组信披细则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动态点评： 

监管层优化重组信披细则。监管层对重组信息披露细则进行修订，有

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效率、规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为，减少

上市公司乱停牌、乱重组等行为，同时也能促进停牌制度的进一步规

范。如果上市公司任意停牌、乱停牌、长期停牌，不仅阻碍了上市公

司股票的正常交易，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并且对于中小投资者也是不

公平的。 

数据速递： 

2017 年 9 月 26 日三板成指收于 1299.85 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94%；

三板做市收于 1004.84，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08%。 

2017 年 9 月 26 日新三板总成交量为 17,387.92 万股，较上一交易日上

升 2.90%；总成交金额为 76,171.67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下降 14.52%。 

换手率为 0.06%，整体、做市转让、协议转让公司的市盈率分别达到

44.28、45.95、43.36。 

做市转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联讯证券，达到 3,711.91 万元；协议转

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龙凤山，达到 5,400.00 万元。 

今日新增挂牌企业 4 家，为协议转让。目前挂牌公司总计 11590 家，

其中协议转让 10153 家，占比 87.60%。 

今日 2 家新增做市商，7 家做市商退出，1 家做市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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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点评】 
1. 监管层优化重组信披细则 

近日，证监会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进行了相应修订，修订后的规则通过简化

重组预案披露内容，减少停牌期间工作量，进一步缩短上市公司停牌时间。 

【点评】监管层对重组信息披露细则进行修订，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效率、规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为，减少上市公司乱停牌、乱重组等行为，同时也

能促进停牌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如果上市公司任意停牌、乱停牌、长期停牌，不仅

阻碍了上市公司股票的正常交易，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并且对于中小投资者也是不

公平的。 

 

【数据速递】 

表 1： 上一交易日三板成指、三板做市均微跌 

 收盘 当日涨跌幅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亿元） 

三板成指 1299.85 -0.94% 12392.5 5.90 

三板做市 1004.84 -0.08% 5608.5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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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淡 

 总体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挂牌公司总数 11590 1439 10151 

总股本（亿股） 6802.80 1456.47 5346.33 

流通股本（亿股） 3282.76 919.25 2363.51 

成交股票数量 874 489 385 

成交股数（万股） 17387.92 5975.87 11412.05 

成交金额（万元） 76171.67 22436.24 53735.43 

换手率（%） 0.06 0.09 0.05 

市盈率 44.28 45.95 43.36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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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换手率波动上升  图 4：市盈率波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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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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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公司,为协议转让 

代码 名称 转让方式 主办券商 管理型行业 

872105.OC 火舞软件 协议 开源证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872223.OC 泰得科技 协议 川财证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2199.OC 宇洪科技 协议 万联证券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72193.OC 荣泰农业 协议 开源证券 农副食品加工业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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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今日做市提示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832735.OC 德源药业 新增做市商 831727.OC 中钢网 做市商退出 

835033.OC 精晶药业 新增做市商 832028.OC 汇元科技 做市商退出 

430467.OC 深圳行健 做市商退出 834712.OC 掌上明珠 做市商退出 

830850.OC 万企达 做市商退出 836131.OC 旭成科技 做市商退出 

831202.OC 摩德娜 做市商退出 834207.OC ST 东方数 做市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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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联众 2017-09-26 实施完成 名品世家 2017-09-26 实施中 

桑尼能源 2017-09-26 实施完成 中宇万通 2017-09-26 实施完成 

圣泉集团 2017-09-26 董事会批准 正霸股份 2017-09-26 董事会批准 

起航股份 2017-09-26 实施中 太阳股份 2017-09-26 实施完成 

上海底特 2017-09-26 实施完成 国充充电 2017-09-26 实施完成 

佳保安全 2017-09-26 实施完成 德力凯 2017-09-26 实施完成 

飞宇科技 2017-09-26 实施完成 绿城股份 2017-09-26 实施完成 

力源环保 2017-09-26 实施完成 西科码 2017-09-26 实施中 

雷帕得 2017-09-26 董事会批准 德孚转向 2017-09-26 实施中 

联洋新材 2017-09-26 实施中 澳通电讯 2017-09-26 实施中 

金蓝络 2017-09-26 实施完成 鑫承诺 2017-09-26 实施完成 

葫芦堡 2017-09-26 实施完成 朗高养老 2017-09-26 实施完成 

正方股份 2017-09-26 实施完成 智者品牌 2017-09-26 实施完成 

骏创科技 2017-09-26 实施中 利洋股份 2017-09-26 实施完成 

中诺思 2017-09-26 实施完成 协和电子 2017-09-26 实施完成 

ST 大卫 2017-09-26 董事会终止 开磷瑞阳 2017-09-26 实施中 

纵横六合 2017-09-26 实施完成 聚房宝 2017-09-26 实施完成 

金现代 2017-09-26 实施完成 旭梅科技 2017-09-26 实施完成 

依华股份 2017-09-26 董事会终止 威麦云健 2017-09-26 实施完成 

睿安特 2017-09-26 实施中 常辅股份 2017-09-26 实施中 

博大光通 2017-09-26 实施完成 商德陶瓷 2017-09-26 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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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庆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硕士，新三板研究助理，2年环保行业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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