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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 新三板

今年以来 ,“规范与监管” 一直是新三板的主旋律 ,由于大多数新三板公司未接受过全方位正规的资本市场教育 ,一旦进入新三板市场 ,可能会因有意或无意而犯错 ,“监管第一课” 培训的开展将从挂牌一开始便给新三板公司打好预防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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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新三板

安信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诸海滨，李蕙，桑威，曾捷）

“寒冬” 遮挡不了优秀企业光芒

这一年，新三板市场有些冷，新三板指数从 2600多点跌到了1100多点，但市场上仍有一批股票逆市创出新高，说明新三板市场还有值得挖掘的盈利模式及好的公司。

安信证券新三板团队一直坚持在研究第一线，争取让优秀企业发光，让投资人找准优秀企业。 今年我们对于新三板市场策略、新三板未来交易模式、政策导向等均有多篇前瞻性的深入研究报告发布；同时，围绕“双创” 行业及相关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深度研究报告。 在年初我们提出SHIELD盾型投资策略组合，重点关注六大新兴产业（健康、体育、教育、大数据、泛娱乐、智能制造），并按照产业链的脉络进行深度梳理和挖掘，目前我们已经深度覆盖130多家的三板企业。 2016年我们写了近200篇公司及行业报告，组织了100多次调研，同时全年共组织 10余期诸子客沙龙活动及 20余场产业链电话会议，努力做好研究工作。

未来，安信证券新三板团队将继续伴随新三板市场的成长而成长 ，争取挖掘出更好的公司，继续服务好投资机构 。

兴业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纪云涛 ，代云龙）

新三板掀开资本市场发展新篇章

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感谢中国证券报，感谢领导、同事、家人的支持。 新三板市场是一个新兴领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篇章 。 很荣幸 ，在这个新兴领域，与我的团队获得这份荣誉；也很感激，公司给了我和团队这样一个平台 ；祝愿“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 ” 评选越办越好，中国资本市场越来越繁荣。

海通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钮宇鸣 ，孔维娜）

新三板给了研究员一个机会

新三板是一个非常新的市场，感谢“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 ，为这个新兴市场专门设立一个奖项 。

现在的新三板企业，是一个原本离资本市场比较遥远的群体。 这上万家企业，规模都比较小，离上市门槛差距太大。 在没有新三板之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公司从来没有想过要变成公众公司，要和资本对接。 但是，新三板给他们了一个机会。

对研究机构来说，忽然多了上万家的研究对象，而这里面藏着或许比例不高，但绝对数量客观的成长性公司，这些公司将不断长大，有可能变成未来的恒瑞医药，未来的东方财富，未来的海康大华 。 新三板给了专业的研究员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在这些企业还很小的时候 ，用自己的专业眼光和经验，去把这些公司挖掘出来，去帮助他们对接资本，陪伴他们一起长大。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做成了也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海通新三板团队在这个领域非常有优势 。 我们愿再用十年，尽己所能，帮助和陪伴优秀的小公司一起长大。 与此同时，也为投资机构 ，找到最好的新三板投资标的。

银河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孙建波 ，丁文）

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价值

新三板，是资本市场支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关键。 当前，挂牌公司已近万家，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创投资源池，在这个池子中，优秀的公司将不断实现升级 ，得到资本的认可。 研究发现价值、研究创造价值，银河证券新三板研究团队，自2013年起，便致力于新三板公司的研究，以绵薄之力，推动新三板制度建设，为新三板企业提供信息传播的平台。

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价值，更在于为企业与资本架起沟通的桥梁。 中国银河证券新三板研究团队联合发起了“创投中国新三板峰会” 系列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2届 ，为新三板宣传、呐喊。

感谢中国证券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 ，感谢各机构投资者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一如既往，推动中国新三板制度建设和市场发展，为新三板企业的信息传播尽绵薄之力 ，为新三板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研究服务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公司的支持、社会的厚爱 ，中国证券报的关心，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将深耕新三板研究和投融资服务，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尽绵薄之力 ，为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最专业的研究服务。

申万宏源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李筱璇，刘靖，叶俊仙，刘建伟，谢高翔）

默默研究 见证新三板成长

2012年7月我们从A股主动转到新三板研究，很幸运很快就迎来 8月的扩容 、9月的股转、10月的非公办法……这一切不全是因为有精准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缘于梦想，对于转型升级，对于新经济 ，对于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真正的资本市场和真正的投资银行的憧憬和梦想。 因此 ，在2015年市场火热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默默研究了两年半 。 无论未来身处何地，我们都将继续为新三板宣传奔走，希望见证并参与她的建设和成长 ！

T12

2016年11月14日 星期一 编辑：王朱莹 美编：王春燕

新三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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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掀开资本市场发展新篇章

新三板给了研究员一个机会

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价值

默默研究 见证新三板成长

这一年， 新三板市场有些

冷，新三板指数从2600多点跌到

了1100多点，但市场上仍有一批

股票逆市创出新高，说明新三板

市场还有值得挖掘的盈利模式

及好的公司。

安信证券新三板团队一直

坚持在研究第一线，争取让优

秀企业发光，让投资人找准优

秀企业。 今年我们对于新三板

市场策略、新三板未来交易模

式、政策导向等均有多篇前瞻

性的深入研究报告发布；同

时，围绕“双创” 行业及相关

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深度研究报

告。在年初我们提出SHIELD盾

型投资策略组合，重点关注六

大新兴产业 （健康、 体育、教

育、大数据、泛娱乐、智能制

造）， 并按照产业链的脉络进

行深度梳理和挖掘，目前我们

已经深度覆盖 130多家的三板

企业。 2016年我们写了近200篇

公司及行业报告，组织了100多

次调研， 同时全年共组织10余

期诸子客沙龙活动及20余场产

业链电话会议， 努力做好研究

工作。

未来，安信证券新三板团队

将继续伴随新三板市场的成长

而成长， 争取挖掘出更好的公

司，继续服务好投资机构。

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感谢

中国证券报，感谢领导、同事、家

人的支持。

新三板市场是一个新兴领

域， 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篇章。

今年以来,“规范与监管” 一直是

新三板的主旋律,由于大多数新

三板公司未接受过全方位正规

的资本市场教育,一旦进入新三

板市场,可能会因有意或无意而

犯错,“监管第一课” 培训的开展

将从挂牌一开始便给新三板公

司打好预防针。

很荣幸 ， 在这个新兴领

域，我与我的团队获得这份荣

誉 ；也很感激 ，公司给了我和

团队这样一个平台；祝愿“中

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 评选

越办越好，中国资本市场越来

越繁荣。

新三板是一个非常新的市

场，感谢“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

牛奖” ，为这个新兴市场专门设

立一个奖项。

现在的新三板企业，是一个

原本离资本市场比较遥远的群

体。 这上万家企业，规模都比较

小，离上市门槛差距太大。 在没

有新三板之前，他们中的绝大部

分公司从来没有想过要变成公

众公司，要和资本对接。但是，新

三板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对研究机构来说，忽然多了

上万家的研究对象，而这里面藏

着或许比例不高，但绝对数量客

观的成长型公司，这些公司将不

断长大，有可能变成未来的恒瑞

医药，未来的东方财富，未来的

海康大华。 新三板给了专业的研

究员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在这些

企业还很小的时候，用自己的专

业眼光和经验，去把这些公司挖

掘出来， 去帮助他们对接资本，

陪伴他们一起长大。这是一个非

常有挑战性，做成了也特别有成

就感的事情。

海通新三板团队在这个领

域非常有优势。 我们愿再用十

年，尽己所能，帮助和陪伴优秀

的小公司一起长大。 与此同时，

也为投资机构，找到最好的新三

板投资标的。

新三板，是资本市场支持供

给侧改革的关键，是多层次资本

市场建设的关键。 当前，挂牌公

司已近万家，正在形成一个庞大

的创投资源池， 在这个池子中，

优秀的公司将不断实现升级，得

到资本的认可。 研究发现价值、

研究创造价值，银河证券新三板

研究团队，自2013年起，便致力

于新三板公司的研究，以绵薄之

力，推动新三板制度建设，为新

三板企业提供信息传播的平台。

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价

值，更在于为企业与资本架起沟通

的桥梁。中国银河证券新三板研究

团队联合发起了“创投中国新三

板峰会”系列论坛，至今已经成功

举办12届，为新三板宣传、呐喊。

感谢中国证券报为我们提

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感谢各机

构投资者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

一如既往，推动中国新三板制度

建设和市场发展，为新三板企业

的信息传播尽绵薄之力，为新三

板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专业的研

究服务，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公司的支持、 社会的厚爱，中

国证券报的关心，是我们前进的动

力。 我们将深耕新三板研究和投

融资服务， 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设尽绵薄之力，为投资者和企

业家提供最专业的研究服务。

2012年7月我们从A股主动

转到新三板研究， 很幸运很快

就迎来8月的扩容、9月的股转、

10月的非公办法……这一切不

全是因为有精准的眼光， 在很

大程度上更是缘于梦想， 对于

转型升级，对于新经济，对于中

小企业， 对于中国真正的资本

市场和真正的投资银行的憧憬

和梦想。 因此，在2015年市场火

热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默默研

究了两年半。

建议重视新三板创新层投

资机会。 投资功能仍重于交易

功能，但二级市场在培育，预计

创新层或更高层次将逐步呈现

二级市场特征，与A股联动性会

增强， 但方向不是A股二级市

场； 基础层可能成为PE/VC的

公开市场， 起到创业孵化器的

功能。

无论未来身处何地，我们都

将继续为新三板宣传奔走，希望

见证并参与她的建设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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