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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钊

四月挂牌数量

顶过去七年之和

2006年诞生的新三板，自
2012和2013年扩容之后得到
跨越式的发展。新三板也将承
担起“上市预备板”的功能，逐
渐变身大众创业时代的资本
前线。

回顾新三板的发展历程，
从2006年至2013年的八年中，
发展很缓慢。其中，2006年至
2011年，每年新挂牌企业数量
只有20家左右，截止到2011年
底，挂牌企业总共只有95家。
2012年首次扩容以来，挂牌企
业数量显著增加，2012年新挂
牌1 0 5家，2 0 1 3年新挂牌1 5 6
家，截至2013年底，新三板一
共有356家企业挂牌，总市值
415 . 63亿元。

而今年以来，新三板新增
挂牌企业数量逾800家，总量达
到2400多家，总市值突破万亿
元。4月份新增挂牌企业达到
193家，基本等于2006年到2012
年7年挂牌之和。据中国证监会
官网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4
月30日，山东境内新三板挂牌
公司为129家。有投资人形容新
三板就是中国的纳斯达克，希
望将来会在新三板里面产生中
国的谷歌、苹果、facebook等世
界级的企业。

国家重视

新三板大发展

新三板大发展，并日渐受
到重视。首先是国家2013年12
月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将新
三板定位为第三个全国性的证
券交易市场，为新三板发展确
立了制度基础，也更好地促进
小微企业融资。

其次，新三板的挂牌、交
易和监管等制度进一步完善，
帮助中小企业获取金融服务
的功能作用的逐步凸显，特别
是“做市商”制度的推出，激发
了市场活力。

第三，新三板的大发展也
与各证券公司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投入有密切关系。以山东本
土券商齐鲁证券为例，公司三
年前就成立专门的场外市场
部，专门开展新三板挂牌和定
增业务。做市商制度推出后，
又投入做市资金2 0亿开展做
市业务，目前成为了新三板最
大的做市商。比主板灵活，更受
企业青睐。

除了具有主板市场上的促
进融资、树立企业品牌形象等
优势之外，新三板区别于主板
上市的苛刻条件，挂牌企业门
槛较低。上市企业满足合法存
续二年、有持续经营能力、股份

发行和转让行为
合法合规等条件
即可。所以一些在
A股上市折戟的企
业转而寻求在新三板上
市，比如本土的齐鲁银行。

新三板上市成本低廉，有
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企业基本无
需花费。以上优势有利于小微
企业，可以在新三板挂牌交易，
这是主板市场做不到的。

从融资的角度说，相比于
主板，新三板有定价更灵活，程
序便捷等优势，让企业能够快
速、便捷获取资金。

做市制为

交易“添翼”

在新三板市场上市的公司
一般规模比较小，风险也比较
高，投资者和证券公司参与的
积极性会受到较大影响。特别
是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广大
投资者更容易失去信心。

之前新三板主要是协议转
让的方式进行交易，2014年8
月，做市转让交易正式上线，新
三板交易开始引入做市商。

企业在挂牌时采取做市
转让方式，有助于提高审核效
率，减少重复流程。与普通挂
牌进程相比，审批时间并未延
长。此模式下，挂牌公司挂牌
同时即可实现融资，并实现股
价的市场定位，有助于加快提
升股权流动性并融入资本市
场的进程。

有了做市商，他们承担做
市所需的资金，就可以随时应
付任何买卖，活跃市场。买卖双
方不必等到对方出现，只要由
做市商出面，承担另一方的责
任，交易就可以进行。因此，做
市商保证了市场进行不间断的
交易活动。

做市商有责任在股价暴
涨暴跌时参与做市，从而有利
于遏制过度的投机，起到市场

“稳定器”的作用。此外，做市
商之间的竞争也很大程度上
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抑制
价格操纵。

虽然目前新三板做市转让
数量只有308家。但据券商统计
数据显示，做市转让交易量是
协议转让交易量的9倍，充分说
明了提升交易活跃度的效果是
非常理想的。虽然新三板单日
成交额与主板市场不在一个量
级，但前段时间新三板的火爆
赚钱效应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
者投资新三板股票。相信以后
做市企业的增加，新三板的交
易也会不断升温。

靓丽年报

助推稳增长

截至今年4月30日，新三板
大规模挂牌后第一次年报全部

披露完毕。据申万宏源
研究数据显示，2318家公司总
营收3184 . 57亿元，其中大多数
盈利，盈利企业达1988家，占比
84 . 8%。做市股票仅有9家亏损，
亏损率为3%。

在营业收入方面，做市股
票2013年和2014年的增速分
别为23 . 5%和7 . 1%，协议股票
2013年、2014年的增速分别为
20 . 0%和14 . 2%，2014年协议
股票的营收增速略高于做市
股票。净利润方面，做市股票
2013年、2014年的增速分别为
1 4 . 1 % 和 3 0 . 2 % ，协议股票
2013年、2014年的增速分别为
40 . 9%和26 . 6%，2014年做市
股票的净利润增速略高于协
议股票。

另一方面，监管层也支持
券商挂牌新三板，利用新三板
市场补充资本。有证券分析师
认为，此举极大地降低了券商
在新三板挂牌的门槛，有助于
增加新三板对券商的吸引力。
同时，通过在新三板挂牌，券
商自身也可以获得更多增强
自身实力及知名度的机会。目
前已经有湘财证券和联讯证
券挂牌新三板，湘财证券2014
年实现净利润达7 . 89亿元，同
比增长了505 . 65%；联讯证券
2014年实现营收5 . 6亿元，净
利润为8102万元，同比分别大
增75%、900%。

按照市场的估计，新三板
将有非常利好的改革方向，包
括以下方面：推出竞价交易机
制；推出转板机制；推出分层制
度；降低投资者门槛；推出优先
股政策；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
计划；PE/VC成为做市商的相
关细则出台；增加股权质押贷
款的定制行和便利性；以及利
于市场发展的其他规则。

随着新三板改革的不断深
入，新三板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也会不断加大，会有越来越多
资金开始涌入新三板，从而使
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得融资，促
进企业的发展。

随着新三板的逐渐火爆，新
三板已经成为券商竞争的新战
场，这其中既有大型券商的领先
份额，也有中小券商的一席之地。
作为山东本土券商，齐鲁证券的
表现可谓惊艳。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发现，
截至今年5月5日，新三板挂牌企
业数量有2414家。其中，申万宏源
持有项目最多，为223家；其次是
齐鲁证券，为137单；国信证券持
有105单项目位居第三。从券商做
市转让股票个数来看，齐鲁证券
位居第一，达到74只。

据齐鲁证券2014年年报显
示，去年齐鲁证券完成新三板推
荐挂牌企业80家，累计挂牌99家，
行业排名第2位；实现新三板挂牌
收 入 9 9 4 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86 . 55%。

据悉，齐鲁证券推荐企业雷
帕得于2015年1月12日挂牌，同时
完成定向发行，并采用做市转让
方式。以雷帕得项目的成功运作
为基础，齐鲁证券将进一步加强
推荐挂牌、资本市场、做市交易等
业务部门的协作，为更多的拟挂
牌企业提供挂牌同时定向发行并
采用做市转让的综合性金融服
务。 本报记者 王钊

链接

齐鲁证券新三板

做市企业数量居首

据Wind最新数据
显示，5月15日新三板
早盘有 3 7 8只个股交
易，4只股票的成交金
额超过千万，66只股票
成交额突破百万。涨跌
幅方面，共有157只股
票上涨，其中5只个股
涨幅超过100%，3只股
票更是涨逾1000%。其
中，平原非标涨幅居
前，上涨109900%，成交
额为110万元，由0 . 01元
涨至11元。大汉三通和
指南针紧随其后，涨幅
分 别 为 1 1 7 0 % 和
1123 . 2 1%。跌幅榜方
面，环宇建工排名榜
首，半日下跌96 . 53%，
中润油紧随其后，下跌
61 . 78%。而新三板挂牌
企业水治理曾在三月
份创造单日涨幅2000
倍的纪录。

如此惊人的涨幅
和造富故事，新三板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
相比于A股每天涨跌幅
10%的限制，创业板简
直太刺激。

新新三三板板
太太刺刺激激

挂牌数和市值连创新高

股价半日可暴涨1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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