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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14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880.13 点，上涨 0.07%。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新挂牌公司共计 4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

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14 日，共有 11345 家挂牌企业，有 1287 家

做市企业。 

 

■全天盘中交易中，竞价转让 183 家公司，做市转让 372 家公司，

成交额方面，做市转让 4169.44 万元，集合竞价转让成交 2532.90

万元；盘后交易中，成交额方面，做市转让 4680.49 万元，集合竞

价转让成交 23610.22 万元。全天总成交 3.5 亿元。 

 

■估值方面： 

05 月 14 日新三板整体估值（剔除负值、静态市盈率、整体法）PE

为 20.59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PE 为 18.92X，竞价交易整体估值

PE 为 21.56X，共有 596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378 只，

集合交易 218 只，整体年均换手率 6.6%。 

 

■重要公司公告： 

成功网联（838962），港华装饰（430505），圣点科技（839091），兆

方石油（871224），上田环境（872471），远望谷（002161），得普达

（833119），国信节能（870686），科隆智谷（872313），方向传媒

（872424），三川能源（835663），润康生态（871163），松本绿色

（430440），超弦科技（430522），安源管道（870160），天马时控

（870243），大千科技（872172），摩点文娱（430189），汉尧环保

（832915），用尚科技（835775），和力辰光（836201） 
 

■新三板重要新闻： 

STEAM 教育行业：国内仍处 “黎明前的黑暗” 

金融市场变革下 新三板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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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14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880.13 点，上涨 0.07%。（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

新挂牌公司共计 4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14 日，共有 11345 家挂牌企

业，有 1287 家做市企业。 

 

全天盘中交易中，竞价转让 183家公司，做市转让 372家公司，成交额方面，做市转让 4169.44

万元，集合竞价转让成交 2532.90 万元；盘后交易中，成交额方面，做市转让 4680.49 万元，

集合竞价转让成交 23610.22 万元。全天总成交 3.5 亿元。 

 

表 1：05 月 14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2 三板做市 880.13 0.58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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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月 14 日市场状况 

项目 做市转让 竞价交易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1287 10058 11345 

当日新增家数 0 4 4 

盘中交易 
成交股票只数 372 183 555 

成交金额（万元） 4169.44  2532.90  6702.34 

盘后交易 成交金额（万元） 4680.49  23610.22  28290.71 

总成交金额（万元） 8849.93  26143.12  34993.05  

待挂牌总家数 - - 84 

申报中总家数 - - 251 

资料来源：Choice 

 

表 3：05 月 14 日新挂牌公司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主营业务 主办券商 

872798.OC 宏大股份 
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

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国融证券 

872800.OC 深发红木 
名贵硬木家具及家居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家具及家居类文化、艺术方案的策划、咨询；

名贵硬木、木材、锯材的销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等 
开源证券 

872773.OC 华讯信息 

信息技术研发，计算机数据服务，商品信息咨询，企业信息管理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对生物质、林业的投资及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务会展服务，仓储

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存储），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

广告，销售：网络设备及零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硬件；数据处理

服务，票据信息咨询，金融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接受金

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金融业务流程及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等 

国海证券 

872786.OC 壹运动 
健身服务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体育场馆、游泳馆的经营；日用百货、运动服装、健身器材的

零售批发；预包装食品的销售等 
西南证券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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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5 月 14 日交易额前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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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758 奥吉特 13.79 6,390.00  450.00  竞价转让 食品 

832915 汉尧环保 14.4 3,600.00  250.00  竞价转让 软件 

832159 合全药业 45.2 3,066.38  63.30  做市转让 制药 

832382 阳光小贷 1.28 2,268.00  0.19  竞价转让 多元金融服务 

839419 开拓药业 89.03 1,994.27  22.40  竞价转让 制药 

837584 亚洲电力 7.45 1,845.37  247.70  竞价转让 电气设备 

834742 麦克韦尔 110.6 913.50  8.30  做市转让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833240 弛达科技 11 815.40  135.90  竞价转让 机械 

838563 宇清科技 10.5 605.00  110.00  竞价转让 机械 

870863 开普云 16 540.00  30.00  竞价转让 软件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5：05 月 14 日股权质押 

代码 名称 质押日收盘价前复权 
质押股数(万

股) 

质押市值(万

元) 
最新收盘价(元) 

833193.OC 盈和科技 —— 1043.46 —— —— 

833632.OC 荣信教育 8.62 127.00 1094.74 8.62 

835847.OC 金钻石油 10.00 240.00 2400.00 10.00 

835837.OC 维恩木塑 —— 525.63 —— —— 

837182.OC 鼎新高科 4.00 450.00 1800.00 4.00 

871660.OC 瀚洋环保 6.00 2100.02 12600.12 6.00 

837582.OC 海莱云视 —— 250.00 —— —— 

839069.OC 德纳影业 14.00 1348.51 18879.09 14.00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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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增公告 

 

表 6：05 月 14 日定增公告 

代码 名称 募集总额(万元) 增发数量(万股) 增发价格 EPS 增发 PE 

839027.OC 航宇新材 12,060.00 6.70 1,800.00 0.55 12.18 

871226.OC 凯英科技 6,006.67 4.51 1,333.33 0.58 7.77 

835100.OC 艾漫数据 3,978.75 25.00 159.15 -0.98 - 

836711.OC 志诚教育 2,035.00 5.00 407.00 0.35 14.29 

836870.OC 山维科技 1,066.67 5.00 213.33 0.59 8.47 

837247.OC 洪海龙腾 1,000.00 20.29 49.29 -1.16 - 

830890.OC 海魄科技 200.00 3.60 55.56 -0.54 -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7：05 月 14 日定增认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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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099.OC 维泰股份 8.42 8000.00 67360.00 现金 

836686.OC 超能国际 4.00 4000.00 16000.00 现金 

872200.OC 欣隆环保 1.60 2350.00 3760.00 现金 

871589.OC 客都股份 2.20 1000.00 2200.00 现金 

835849.OC 上海众幸 6.50 261.54 1700.00 现金 

838278.OC 海光药业 2.00 643.00 1286.00 现金 

872469.OC 亚佳绿建 3.00 366.67 1100.00 债权 

870769.OC 大千教育 52.57 11.98 630.00 现金 

832069.OC 科飞新材 6.00 33.00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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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峰医院（870890）2800 万元增资控股子公司 

公司拟出资 2800 万元将控股子公司成都长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人民币 3800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不仅能扩大成都 长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资本实力，

优化其财务结构，增强抗风险的能力，更能解决其业务融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优景科技（838415）10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优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可进一步增强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更健康全面发展。 

 

赞禾股份（870514）5000 万港币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出资 5000 万港币设立全资子公司 JOINT-HARVEST SOLUTIONS HOLDINGS 

LIMITED，注册地为香港。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有利于

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3.2. 重大合同 

集酷股份（838224）和宿迁三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了《集装箱树屋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总金额 1892.94 万元。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市场拓展均产生积极影响。 

 

3.3. 收购 

 

九鼎集团(836467) 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 Ageas International 收购其所持有的 Ageas Asia 

全部 843,807,498 股普通股股份。本次交易对价为港币 111.26 亿元元（其中包括九鼎集团

应向卖方支付的更新对价港币 3.11 亿元） 

 

3.4. 其他 

阳生生物（836959）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2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方盛股份（832662）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17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4763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 

 

英伦信息（832366）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审议并通过： 任命黄龙典先生为公

司董事，聘任黄龙典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期限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利隆媒体（833366）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审议并通过：选举董事长陈向衡先生，

聘任总经理陈宏先生、副总经理邵晨纲先生、董事会秘书周彬先生、财务总监周彬先生，任

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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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日新材（872564）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2,50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25.00%,可转让

时间为 ⒛18 年 5 月 17 日  

 

明日教育（871859）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1,354,1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是 27.08%,可转让时

间为 2018 年 5 月 17 日。 

 

3.5. 停复牌 

停牌： 

中持检测（831381），赛特斯（832800），富燃科技（833917） 

蔚蓝集团（836524），东承汇（838038），联合金融（839269） 

 

复牌：  

人福药辅（833518），印克电商（837489），汉鼎绿能（838203） 

海盟实业（870412），博阳智电（870499），弘泰嘉业（871213） 

东日环保（87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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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三板重要新闻 

 

4.1. STEAM 教育行业：国内仍处 “黎明前的黑暗 

（来源：新三板在线研究院） 

 

日前，WSC 世界融合创新教育大会首度对 STEAM 教育进行了定义：STEAM 教育即融合创

新教育，是一种基于现行教育与未来社会发展相匹配的需求，以解决未来世界性的问题为目

的，将科学、技术、工程、人文、数学等多学科充分融合，以激发学生好奇心为出发点，培

养学生的持续学习兴趣，运用情景式、任务型的教学方法，采取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提升直

观发散思维和融合创新思维能力的教育理念。 

 

据称，WSC 世界融合创新教育大会(WorldSTEAMConference，简称 WSC 大会)是由美

国、英国、加拿大、中国、德国、芬兰、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成立的

WorldSTEAMEducationUnion(世界 STEAM 教育联合会)发起的 STEAM 教育领域平台型、

专业型、垂直型的全球性行业大会。大会依托 STEAM 教育理念，创建开放性平台，探索并

解决未来世界性问题，发掘并培养未来融合创新型人才。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周满生表示，STEAM 教育是美国政府提出的

教育倡议，以加强美国 K12 关于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以及数学的教育。STEAM 与传统教育

有比较大的区别，传统教育注重知识传授、注重考试，而 STEAM 则注重实践，是一种超学

科的教育概念，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完成自己感兴趣的、和生活相关的项目，从这个过程中来

学习各种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所以，STEAM 教育与国内倡导素质教育理念高度契合。 

 

新三板在线研究院研究观点： 

  1.我国居民不断提高的收入以及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促使 STEAM 教育行业迎来发展良

机; 

 

2.国家政策扶持 STEAM 行业发展，国内 STEAM 教育仍在初级阶段，成熟企业数量有

限，已经具备竞争力的初创企业占比仍然较低。 

 

STEAM 教育的核心 

 

  1.1STEAM 教育的由来 

  STEAM 教育理念最早是美国政府提出的教育倡议，为加强美国 K12 关于科学、技术、

工程、艺术以及数学的教育。 

STEAM 的原身是 STEM 理念，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数学(Mathematics)的首字母的缩写。鼓励孩子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发展和提高，

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从而提升其全球竞争力。随后加入了艺术(Arts)，最终形成了现在广

泛运用的 STEAM 教育。 

 

  1.2STEAM 的教育理念 

  STEAM 教育就和我国提出的素质教育一样，相比于传统的学科化教育，更加重视多学

科融合、以实验为主的教育模式。将多种学科融会贯通，通过动手实践的方式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也正是 STEAM 教育的核心理念。 

消费升级将 STEAM 教育推向新高度，多重因素推动机器人教育率先发展 

  伴随着近年来的国民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消费支出也是节节攀

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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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8,322 元，同比增长 7.0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36,396 元，人均消费支出 24,445 元，同比涨幅分别为 8.27%和 5.92%;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3,432 元，人均消费支出 10,955 元，同比涨幅分别为 8.65%和 8.14%。 

  在消费支出方面，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让我国居民更加重视教育问题，无论是城镇还是

农村，教育方面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也在逐年稳步增加。 

 
  另一方面，随着 80、90 后开始为人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也与 60、70 后有了很大的

差别，很多父母不再过分关注于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是更加关注与孩子的个性化发展以及素

质教育。伴随着 80、90 后家长消费能力的逐步增强，素质教育将成为主流，而 STEAM 教

育则会是未来素质教育的主要形式。 

 
除了家长层面的客观原因之外，孩子方面带来的主观原因也是推动 STEAM 教育发展的

重要力量。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孩子接触到的信息流与以往相比更加

庞大，而各大新兴科技对于孩子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作为机械原理、电子传感器、计算机

软硬件及人工智能等众多先进技术综合体的机器人教育也就顺势脱颖而出了，而目前已经登

录资本市场的三家 STEAM 教育公司也都是从事机器人教育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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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机器人教育联盟在 2015 年 11 月发布的数据，全国共有约 7600 家机器人教育

机构，这一数据在过去 5 年里增长了 15 倍，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70%。 

 

政策不断，为 STEAM 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2017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 2017 年工作要点》，提出

要“积极探索新理念新方式，加强教育装备发展趋势研究，持续关注 STEM 教育和创客等对

中小学教育、课程发展的影响，开展移动学习、虚拟现实、3D 打印等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

实践应用研究”。 

  2017 年 3 月教育部出台《中国 STEAM 教育发展报告》，分析了我国科技教育发展的现

状及问题，分享取得的成果和案例，展望未来的发展并提出相应策略，从而有效指导我国

STEAM 教育健康、卓越地发展。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

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要求我国中

小学阶段设臵人工智能、编程教育等课程，完善相关课程体系。 

  2017 年 9 月，教育部又出台了一份《教育部关于印发的通知》，通知指出：“学校要为

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提供配套硬件资源与耗材，并积极争取校外活动场所支持，……有条件

的学校可以建设专用活动室或实践基地，如创客空间等。”“地方和学校要确保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所需经费，支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和实践基地建设、专题研究等。” 

  除教育部频频发文外，各省市也都相继出台了政策性文件来积极推动 STEAM 教育行业

的发展，助力行业度过当前尚未成熟的成长阶段。 

国内 STEAM 教育仍在初级阶段，成熟企业数量有限 

  根据鲸准研究院的统计，虽然从 2013 年开始，国内的 STEAM 教育行业进入了一个快

速融资时期，但在国内所有 STEAM 教育创业公司中，还有 62%未融资，而已融资公司中，

近 90%的公司处于种子天使和 A 轮阶段，通过上市或挂牌新三板方式成功进入资本市场的公

司还不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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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公司已经上市的有两家，还有一家在新三板挂牌，其中，神通机器人教育在港

股上市，乐博教育则是通过被盛通股份收购的方式登陆 A 股市场。 

  从公司财报来看，三家公司在经历了坎坷之后终于迎来曙光，乐创教育在持续几年的亏

损之后终于在 2017 年扭亏为盈，公司也得以顺利摘除 ST 的帽子，而神通机器人教育和盛

通股份的盈利情况也相当可观。 

  根据盛通股份披露的 2017 年年报，2017 年乐博教育实现业务的稳定增长，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18,273.70 万元，同比增长 21.25%;实现净利润 2970 万元，同比增长 14.02%。乐博

教育在 2016、2017 两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为

5620.27 万元，完成承诺业绩的比例为 98.81%。 

  港股市场上的神通机器人教育虽然还未披露 2017 年年报，但从已经披露的 2017 年三

季报中，也能看到公司强大的成长能力。神通机器人教育 2017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8,481.64万元，同比增长 39.36%;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745.55万元，同比增长921.15%。 

  新三板上的乐创教育虽然 2017 年全年只有 5.66 万元的净利润，但与往年相比已经有了

长足的进步，这也是公司近五年来第二次实现盈利。 

 
竞争激烈，国内外公司纷纷抢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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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STEAM 教育在我国尚未成熟，但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却是行业内所有公司都想要争

夺的。面对这样一块大蛋糕，丹麦老牌玩具厂商乐高也选择加入战局，利用亚洲市场对教育

的重视，乐高通过向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服务对象提供乐高教育、以及通过

直营的乐高教育活动中心、加盟机器人高手俱乐部开展校外培训、举办比赛等方式，利用其

品牌效应迅速建立起了在 STEAM 教育方面的一套完整系统。 

  就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具备完整产业链的乐高在国内仍然难以遇到太多实质性的挑战，

国内企业只能在局部环节对乐高进行一些骚扰。 

  国内企业层面，除去已上市的三家公司外，另一家初创公司 Makeblock 也在混战中异军

突起。2017 年 3 月 16 日，Makeblock 宣布完成 B 轮 2 亿人民币融资，领投方为 EMC 和深

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Makeblock 用户遍布 140 多个国家，拥有 1600 个渠道合作伙伴，其产品已

进入全球超过 20,000 所学校。如在法国，Makeblock 的产品已被写入法国学校教科书中，

超过 6000所的法国初中和小学都在基于 Makeblock的软件和硬件学习STEAM 和编程;而在

西班牙，台湾和香港等市场，Makeblock 则成为了当地 STEAM 教育产品提供商之一。 

  此外，METAS、慧鱼、Microduino 等其它国内外公司也在 STEAM 教育的市场上拥有

各自的优势和卖点。在当前国内 STEAM 教育市场行业集中度低、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

各大教育机构的同质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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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金融市场变革下 新三板的发展趋势 

（来源：中国基金报） 

 

2018 年，中国金融市场迎来一系列重大改革： 

  1。《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落地，过渡期至 2020 年底。该

制度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不允许保本，彻底打破刚性兑付。同时严格限制各类资金的

杠杆比例，为整体中国经济去杠杆化。该制度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市场中很难再使用杠杆资

金，那么就是市场 2018 年开始“缺钱”。 

  2.4 月 30 日，港股近 20 年来最大一起改革正式落地。主要是推出了 AB 股(即同股不同

权)，以及允许亏损类的医药研发公司挂牌港股。此举带动了整个国内生物医药板块估值的提

升。 

  3。证监会层面，陆续发布关于 CDR 的各项细则，独角兽回归 A 股脚步越来越近。同时，

有关 A 股的独角兽新政正在酝酿中，解决 A 股市场如何支持新经济的问题。 

  4.4 月 21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与香港交易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明

确新三板挂牌公司可以到境外发行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简称“发行 H 股”)，无需在全

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挂牌公司可以结合自身业务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进行

资本运作，实现与境外资本的对接。开启“新三板+H”股新时代。 

  啃哥认为，上述变革，都是历史性的，2018 年的资本市场，随着上述新政的落地，已

经进入了密集调整期。对于整个市场估值调整，热点切换，均起到关键作用。 

  面对如此变革下的新三板，此时略显冷清。每日成交额维持在 5 亿左右，不断有优质企

业离开，准备去 A 股，或者去其它资本市场。新三板指数也跌到了 1000 点附近。距离 2015

年最高点已经跌去一半。 

  对此，啃哥反而认为，目前国内市场，最接近港股的，不是 A 股，而是新三板。只有新

三板允许亏损企业挂牌，只有新三板甚至允许没有利润的企业挂牌。新三板也是聚集了中国

最多新经济企业的市场。同时，因为新三板的低迷，反而其中优质企业的估值足够低，有很

大的投资价值。 

  啃哥认为，投资永远要比别人快半步。快一步等不起，资金都有时间成本；当市场起来

的时候，我们再去投资，也赚不到钱。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快半步的时候，显然，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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