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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今年以来，并购重组市场保持着监管趋严、交易热度不减、提质增效

明显的态势。作为中介机构，券商在并购重组业务上的表现也可圈可

点，但发展问题仍存。规范化的压力、并购方募集资金的成本和难度

明显上升是目前并购重组市场的痛点。资源整合能力、投行机制建设、

市场份额分化严重等问题则是中介机构现存的主要问题。 

 

上交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沪市公司发生并购重组 397 家次，

交易金额合计 384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6%和 31.1%。重大资产重

组方面，有 62 家公司启动重组，交易金额合计达 2064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6.5%和 48.8%。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证监会共审核并购重

组项目 57 单。其中已通过项目共 51 单，通过率为 89.5%；未通过项

目共 6 单，占比 10.5%。而去年同期，并购重组过会率为 92.4%。不

难看出，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今年以来并购重组通过率有所下滑。

从整体情况来看，并购重组仍是我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

济的一大重要形式。陆彬彬就曾建议，中小企业可以考虑把并购重组

这一证券化路径纳入资本规划的选项当中。 

 

总体来看，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并购重组市场在国企改革、新经济发展、产业并购等方面仍在发展阶

段。展望未来，并购重组业务仍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数据速递： 

2018 年 7 月 11 日三板成指收于 1011.56 点，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0.06%；

三板做市收于 825.46 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39%。 

2018 年 7 月 11 日新三板总成交量为 6940.27 万股，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5.92%；总成交金额为 30694.13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11.92%。

盘后协议转让成交量为 4379.87 万股，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4.53%；盘

后协议转让成交金额为 22323.16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12.21%。 

2018 年 7 月 11 日换手率为 0.02%，整体、做市转让、竞价转让公司

的市盈率分别达到 20.31、25.73、16.86。 

做市转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麦克韦尔，达到 1827.06 万元；竞价转

让成交额最高的公司是和君商学，达到 3690 万元。 

今日新增挂牌企业 5 家，均为竞价转让。今日摘牌企业 5 家。目前挂

牌公司总计 11144 家，其中竞价转让 9904 家，占比 88.87%。 

今日 1 家企业新增做市商，10 家企业做市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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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新闻】 

1. 并购重组成投行亮点 产业整合渐成并购主流 

【详情】今年以来，并购重组市场保持着监管趋严、交易热度不减、提质增效

明显的态势。作为中介机构，券商在并购重组业务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但发展问

题仍存。规范化的压力、并购方募集资金的成本和难度明显上升是目前并购重组市

场的痛点。资源整合能力、投行机制建设、市场份额分化严重等问题则是中介机构

现存的主要问题。 

上交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沪市公司发生并购重组 397 家次，交易金

额合计 384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6%和 31.1%。重大资产重组方面，有 62 家公

司启动重组，交易金额合计达 206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5%和 48.8%。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证监会共审核并购重组项目 57 单。其中已通过项目共 51 单，通过率为

89.5%；未通过项目共 6 单，占比 10.5%。而去年同期，并购重组过会率为 92.4%。

不难看出，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今年以来并购重组通过率有所下滑。从整体情况

来看，并购重组仍是我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重要形式。陆彬

彬就曾建议，中小企业可以考虑把并购重组这一证券化路径纳入资本规划的选项当

中。 

近期上交所在总结上半年产业收购市场时表示，万华化学收购 BC 公司，实现

了更为完整的石化产品产业链布局，产能进入行业前三位。曲美家居收购挪威著名

的高端家居制造商，对公司现有产品线形成了有效补充。产业并购的实现为我国产

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发展机会，且获得监管部门与市场的肯定。作为并购重组独立财

务顾问业务中的佼佼者，中金公司并购业务执行负责人表示：“纵观国际资本市场，

产业并购是并购市场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也是 A 股并购重组市场的发展方向。券

商在产业并购中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包括标的撮合、方案设计、谈判沟通等环节。

这对于券商本身也提出很高的要求，有深入行业积累、广泛客户网络、丰富并购经

验、境内外布局的券商将在产业并购大潮中脱颖而出。” 

财务顾问在并购重组市场担任重要角色，目前独立财务顾问业务的马太效应明

显，几大券商占据“半壁江山”。今年上半年中国已公布交易财务顾问排行榜中，

入围前 20 名的中资券商或合资券商有中金公司、中信证券、高盛公司、中信建投、

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国金证券和招商证券。其中，中金公司的市场份额占 10.3%，

成交量达 323.7 亿美元，交易数达 19 单，位列第一。相比而言，中小券商在并购

重组业务发展上业绩不佳，仅有中天国富证券等少数券商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成

绩喜人。 

其次，券商并购重组部门的机制存在不足，部分券商的并购重组业务对员工本

身的项目经验、资源依赖度较大，而投行部门并没有形成长期的专业的渠道与资源

整合的机制。最后，券商在并购重组业务分化严重。规模大的券商在并购重组业务

尤其是涉及国际业务方面，具有领先甚至垄断的地位，市场份额占比高，收益显著。

而部分中小券商因业务难度较大、市场份额分化严重，只能选择放弃并购重组业务。 

面对潜力待挖掘的市场，在监管不断规范的背景下，今年以来券商并购重组业

务的规范性、专业性在逐渐增强。中金公司并购业务执行负责人表示：“目前的监

管和市场环境对于券商总体是有利的，也会促使券商更加珍惜品牌，券商在项目选

择上更关注符合国家战略、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项目。与此同时，券商在加强内控

制度、完善自我约束机制、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也下了功夫。” 

总体来看，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并购重组

市场在国企改革、新经济发展、产业并购等方面仍在发展阶段。展望未来，并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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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业务仍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点评】并购重组的痛点始终是存在的。首先，并购重组与 IPO、发债等业务

不同，通道性质较弱。从券商角度来看，并购重组涉及环节复杂，交易双方的匹配

成本较高、周期较长，从而将考验投行部门真实的市场专业性，如项目资源，整合

能力等。照此来看，承揽并购重组业务的性价比不如 IPO 或者发债等其他投行业务，

但却是投行真正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专业化国际化的背景下，考察实质

的市场专业能力、各方面资源整合的综合能力，应是投行关注的一个趋势。总体来

说，并购重组应该是各券商投行业务重要的突破方向。 

无论是 A 股上市公司还是新三板公司，对并购重组的需求都比较旺盛。并购重

组业务是众多投行业务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从业务角度而言，未来并购重组还会持

续发展，潜力会逐步的释放。并购业务不可能像某些业务随政策或市场风向变化就

出现突破性增长。它是持续性的也是有潜力的业务，未来更专业的券商投行会慢慢

涌现，市场格局会更加分化，集中度会继续提高。 

【来源】证券日报，《并购重组成投行亮点 产业整合渐成并购主流》 

 

【数据速递】 

表 1：上一交易日三板成指微涨、三板做市微跌 

 收盘 当日涨跌幅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亿元） 

三板成指 1011.56 0.06% 1666.98 0.68 

三板做市 825.46 -0.39% 1407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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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竞价 

挂牌公司总数 11144 1246 9898 

总股本（亿股） 6564.79 1212.91 5351.89 

流通股本（亿股） 3527.85 758.06 2769.79 

成交股票数量 598 355 243 

成交股数（万股） 6940.27 2648.17 4292.09 

成交金额（万元） 30694.13 8826.67 21867.46 

换手率（%） 0.02 0.0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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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 20.31 25.73 16.86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图 3：换手率波动  图 4：市盈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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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交易日集合竞价成交额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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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家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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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增 5 家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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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转让方式 主办券商 管理型行业 

872861.OC 文祥渔业 竞价 开源证券 渔业 

872902.OC 尚视觉 竞价 开源证券 专业技术服务业 

872852.OC 金鑫科技 竞价 海通证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72881.OC 易具精工 竞价 东莞证券 金属制品业 

872888.OC 如石股份 竞价 金元证券 专用设备制造业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4：今日做市提示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代码 名称 变动类型 

430084.OC 星和众工 做市商退出 832132.OC 民正农牧 做市商退出 

830830.OC 新昶虹 做市商退出 832502.OC 圆融科技 做市商退出 

830882.OC 佳龙股份 新增做市商 833819.OC 颖泰生物 做市商退出 

831418.OC 三合盛 做市商退出 834885.OC 开永股份 做市商退出 

831663.OC 云叶股份 做市商退出 835248.OC ST 越洋 做市商退出 

831744.OC 万信达 做市商退出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表 5：上一交易日增发提示 

代码 名称 方案进度 代码 名称 方案进度 

872452.OC 华塑股份 实施完成 839203.OC 启天股份 实施完成 

834062.OC 科润智控 董事会批准 839277.OC 花千墅 实施中 

830767.OC 网虫股份 董事会修改 870113.OC 光谷防务 董事会批准 

831406.OC 森达电气 董事会修改 870420.OC 卫星定位 董事会批准 

831712.OC 创泽信息 董事会终止 872654.OC 乐源股份 实施中 

838856.OC 好房通 董事会修改 871068.OC 鑫民玻璃 股东大会终止 

832303.OC 广安车联 实施完成 871738.OC 海星通 实施中 

833291.OC 森合高科 董事会批准 872250.OC 欣思源 实施完成 

836403.OC 喜悦股份 董事会批准 872515.OC 启创环境 董事会批准 

837288.OC 美房云客 董事会批准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东财 choice 



                                                                   策略点评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6 / 7 

分析师简介： 

付立春：清华大学博士后，新三板研究中心总监、首席，十年资本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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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及相关服务属于中风险（R3）等级金融产品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A股股票、B股股票、股票型或混合型公募基金、

AA级别信用债或ABS、创新层挂牌公司股票、股票期权备兑开仓业务、股票期权保护性认沽开仓业务、银行非保本型理财

产品及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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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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nesc.cn 电话：400-600-0686 

地址 邮编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130119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100033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29 号  200127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商务中心 1 栋 2 号楼 24D  518000 

机构销售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华东地区机构销售 

袁颖（总监） 021-20361100 13621693507 yuanying@nesc.cn 

王博 021-20361111 13761500624 wangbo@nesc.cn 

李寅 021-20361229 15221688595 liyin@nesc.cn 

杨涛 021-20361106 18601722659 yangtao@nesc.cn 

阮敏 021-20361121 13564972909 ruanmin@nesc.cn 

李喆莹 021-20361101 13641900351 lizy@nesc.cn 

齐健 021-20361258 18221628116 qijian@nesc.cn 

陈希豪 021-20361267 13956071185 chen_xh@nesc.cn 

华北地区机构销售 

李航（总监） 010-58034553 18515018255 lihang@nesc.cn 

殷璐璐 010-58034557 18501954588 yinlulu@nesc.cn 

温中朝 010-58034555 13701194494 wenzc@nesc.cn 

曾彦戈 010-58034563 18501944669 zengyg@nesc.cn 

颜玮 010-58034565 18601018177 yanwei@nesc.cn 

华南地区机构销售 

邱晓星（总监） 0755-33975865  18664579712 qiuxx@nesc.cn 

刘璇 0755-33975865 18938029743 liu_xuan@nesc.cn 

刘曼 0755-33975865 15989508876 liuman@nesc.cn 

林钰乔 0755-33975865 13662669201 linyq@nesc.cn 

周逸群 0755-33975865 18682251183 zhouyq@nes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