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凶猛抢筹新三板

券商谋求跨板运作获利丰（主）

本报记者 张莉

近期新三板市场交易的火爆程度足以令各方“惊艳”，从新三板做市指数的飙涨、新三板做市企业股价飞天到券商基金等机构疯抢筹新三板定增产品，一时之间，新三板热度甚至超越二级市场。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三板市场未来将迎来诸如竞价交易、门槛降低等政策利好，存在较大的想像空间，这也促使各类市场机构争抢入场抢筹。

而对于券商机构而言，当前新三板市场发展迅猛，一方面，拓展了券商自身的业务盈利增长空间；另一方面，考验券商在这一市场的竞争能力。 除了挂牌收入之外，未来跨市场的资本运作服务将成为券商盈利增长点。

“秒抢”新三板定增产品

尽管从交易量而言，目前新三板市场规模仍然无法匹敌二级市场的三大板块，但新三板市场在短期内火爆起来，从做市指数飙升、做市企业股价翻倍到新三板产品销售告罄、企业挂牌排队敲钟，不断升温的三板市场正在吸引大批投资者入场。

“现在无论是什么公司在做新三板定增，机构都是不加考虑拼命争抢，很多定增项目可谓一票难求；而一些专门针对投向新三板的专户产品，刚刚发行就会被抢购一空。 ”某私募机构人士坦言。 另据从券商方面了解，由于新三板定增产品抢筹凶猛，很多定增产品的定价水涨船高 。 “比如去年某公司的定增项目定价只有 3块左右 ，但今年3月第三次定增价格就上涨了六成，机构仍是围着争抢。 ”

某综合型券商场外销售部销售总监叶生表示，新三板市场关注度迅速提升，一方面是由于新三板扩容力度不断加大，企业挂牌数量上升较快，令市场活跃度抬升；另一方面做市长制度的推出刺激了各类投资者入场。 据叶海芳介绍，当前券商自身通过直投基金或券商资格计划等方式参与新三板定增产品的抢筹，但在优质企业项目上，定增抢购则表现得尤为激烈。 “现在新三板定增一票难求已成为常态；为抢夺好项目，除资金投资之外，还会提前和挂牌公司沟通，提供做市商推荐、战略规划以及牵线扩产并购标的等增值服务。 ”

券商转型财务顾问

实际上，快速发展的新三板市场不仅吸引众多投资机构蜂拥入场，也成为券商挖掘创新业务、转变原有业务结构的新机会。 在券商人士眼中，新兴的三板市场无疑是一个可待挖掘的业务“金矿”，未来随着做市交易的逐步推广以及转板机制的打通，新三板市场的成长潜力会更加惊人。

“当前券商都会将各自存有的高净值客户资源作为新三板投资者合作对象，而作为中介机构，则需要为这些投资者寻找优质的买房标的，并为买方提供优质服务，使客户在投资中获益，才能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源进入新三板市场。 ”某券商投行部人士透露，在选取新三板企业服务标的上，并不单纯追求挂牌企业数量，而是将企业质量作为衡量目标 ，从而追求更为长期的利益。 据了解，由于市场日渐火爆，券商的主导权日益明显，在企业挂牌前段与后期做市方面都会设定相应门槛，相比官方的“零门槛”，不少券商对企业财务指标会提出一定要求。

据了解，当前券商对新三板业务布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引入更多战略投资者进入新三板市场，而并非只找短期投机客 ；二是在为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过程中 ，发挥财务顾问角色；三是积极培育合格投资者入场，提高新三板交易活跃度。 据了解，不少券商除帮助企业挂牌之外，还会为企业在金融服务方面进行有效的资源对接，并提供专业服务团队对接企业需求，同时也会负责牵线PE/VC等战略投资者对挂牌企业进行资金支持 。

上述投行人士表示，新三板业务盈利前景可观，不同券商对新业务收入模式有不同做法，既有大券商对大企业并购、融资等后续业务的重视，也有中小券商对挂牌企业数量攀升的热衷。 “资本市场的并购融资操作很多，比如三板和二级市场上市公司存在合作，这类跨市场的资本运作，企业实际上需要券商提供更多财务规划的服务，未来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甚至三板和境外市场的合作日渐频繁，券商的投行和财务顾问角色将会得到更好发挥，这也将是券商未来收入的新增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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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凶猛抢筹新三板

券商谋求跨板运作获利丰

□本报记者 张莉

近期新三板市场交易的火爆程度足以令各方 “惊艳” ，

从新三板做市指数的飙涨、新三板做市企业股价飞天到券商

基金等机构疯抢筹新三板定增产品，一时之间，新三板热度

甚至超越二级市场。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三板市场未来将迎

来诸如竞价交易、门槛降低等政策利好，存在较大的想像空

间，这也促使各类市场机构争抢入场抢筹。

而对于券商机构而言，当前新三板市场发展迅猛，一方

面，拓展了券商自身的业务盈利增长空间；另一方面，考验券

商在这一市场的竞争能力。 除了挂牌收入之外，未来跨市场

的资本运作服务将成为券商盈利增长点。

“秒抢” 新三板定增产品

尽管从交易量而言，目前新三板市场规模仍

然无法匹敌二级市场的三大板块，但新三板市场

在短期内火爆起来，从做市指数飙升、做市企业

股价翻倍到新三板产品销售告罄、企业挂牌排队

敲钟，不断升温的三板市场正在吸引大批投资者

入场。

“现在无论是什么公司在做新三板定增，机

构都是不加考虑拼命争抢， 很多定增项目可谓一

票难求；而一些专门针对投向新三板的专户产品，

刚刚发行就会被抢购一空。 ” 某私募机构人士坦

言。另据从券商方面了解，由于新三板定增产品抢

筹凶猛，很多定增产品的定价水涨船高。“比如去

年某公司的定增项目定价只有3块左右， 但今年3

月第三次定增价格就上涨了六成， 机构仍是围着

争抢。 ”

某综合型券商场外销售部销售总监叶生表

示，新三板市场关注度迅速提升，一方面是由于新

三板扩容力度不断加大，企业挂牌数量上升较快，

令市场活跃度抬升； 另一方面做市长制度的推出

刺激了各类投资者入场。据叶海芳介绍，当前券商

自身通过直投基金或券商资格计划等方式参与新

三板定增产品的抢筹，但在优质企业项目上，定增

抢购则表现得尤为激烈。 “现在新三板定增一票

难求已成为常态； 为抢夺好项目， 除资金投资之

外，还会提前和挂牌公司沟通，提供做市商推荐、

战略规划以及牵线扩产并购标的等增值服务。 ”

券商转型财务顾问

实际上， 快速发展的新三板市场不仅吸引众

多投资机构蜂拥入场，也成为券商挖掘创新业务、

转变原有业务结构的新机会。在券商人士眼中，新

兴的三板市场无疑是一个可待挖掘的业务 “金

矿” ， 未来随着做市交易的逐步推广以及转板机

制的打通，新三板市场的成长潜力会更加惊人。

“当前券商都会将各自存有的高净值客户资

源作为新三板投资者合作对象，而作为中介机构，

则需要为这些投资者寻找优质的买方标的， 并为

买方提供优质服务，使客户在投资中获益，才能有

利于吸引更多资源进入新三板市场。 ” 某券商投

行部人士透露，在选取新三板企业服务标的上，并

不单纯追求挂牌企业数量， 而是将企业质量作为

衡量目标，从而追求更为长期的利益。 据了解，由

于市场日渐火爆，券商的主导权日益明显，在企业

挂牌前段与后期做市方面都会设定相应门槛，相

比官方的“零门槛” ，不少券商对企业财务指标会

提出一定要求。

据了解，当前券商对新三板业务布局主要有

三个方面，一是引入更多战略投资者进入新三板

市场，而并非只找短期投机客；二是在为企业提

供投融资服务过程中，发挥财务顾问角色；三是

积极培育合格投资者入场，提高新三板交易活跃

度。据了解，不少券商除帮助企业挂牌之外，还会

为企业在金融服务方面进行有效的资源对接，并

提供专业服务团队对接企业需求，同时也会负责

牵线PE/VC等战略投资者对挂牌企业进行资金

支持。

上述投行人士表示， 新三板业务盈利前景可

观，不同券商对新业务收入模式有不同做法，既有

大券商对大企业并购、融资等后续业务的重视，也

有中小券商对挂牌企业数量攀升的热衷。 “资本

市场的并购融资操作很多， 比如三板和二级市场

上市公司存在合作，这类跨市场的资本运作，企业

实际上需要券商提供更多财务规划的服务， 未来

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甚至三板和境外市场的合作

日渐频繁， 券商的投行和财务顾问角色将会得到

更好发挥，这也将是券商未来收入的新增长点。 ”

上市公司“抢滩”P2P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无论是平台跑路还是坏账频出， 仍旧

没有阻挡各路资金对于P2P的热情。这其中

要数上市公司涉及P2P网贷行业最为踊跃。

最近上市公司涌入P2P网贷行业的新闻不

断， 前有天壕节能成立天壕普惠打造环保

P2P网贷平台，后有传言任子行将收购P2P

平台引发股价异动。专家和分析人士预计，

随着监管细则出台脚步渐行渐近， 整体行

业的分化调整将在2015年加剧。

获上市公司青睐

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4

月， 全国正常运营的平台已经达到1800多

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0%；而成交量

方面，2015年4月当月全国已经达到了551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5倍。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 这与各路资金

的疯狂涌入不无关系， 其中尤以上市公司

热情最高。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近期3

家上市公司涉足P2P网贷行业的事件最令

市场关注，分别为中天城投控股招商贷、报

喜鸟设立“小鱼金服” 、多伦股份更名“匹

凸匹” 。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 目前已有60多家

上市公司通过自建、入股、收购的方式，参

与到了P2P网贷行业中。而上市公司主营行

业可谓五花八门，有房地产、银行保险、计

算机软件、农产品、医药、服装等。

盈灿咨询研究员陈晓俊认为， 上市公

司蜂拥进入P2P网贷行业已经成为事实。其

好处在于P2P网贷平台可以借助上市公司

提升知名度、提高公信度、增强平台的资金

实力； 对于上市公司更可以借互联网金融

的东风进行资本市场运作； 满足公司本身

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解决融资难的

问题。当然坏处也很显著，上市公司可能会

因为行业竞争加剧， 致使出现未获得预期

盈利的状况；宏观经济不景气，导致投资需

求低迷；政策监管靴子突然落地，对行业大

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行业或分化

分析人士预计，“2015年P2P行业是吸

金行业之一，会得到资本青睐。 ” 但不少专

家提醒热情的资金， 要高度关注监管办法

出台之后，整个P2P行业或出现分化。 尤其

是投资或参股P2P平台时， 必须擦亮双眼、

慎选标的。据媒体报道，银监会普惠部关于

网络借贷业务监管规定的草案已拟定。 根

据该草案，P2P首先被定位于信息中介平

台，并以此作为P2P各项监管的基础。

专家和P2P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行业资

金规模不断扩大，P2P平台参差不齐、 鱼龙

混杂的问题愈发严重， 使得监管层看到了

尽快出台相关监管办法的紧迫性。比如，近

日一家名为“赢多多” 的P2P平台在其官网

宣称， 办公地址设在银监会所在地的6层，

甚至与国开行、 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有合

作关系。

对此，银监会连夜发表紧急声明称银

监会办公楼仅为本部门使用，从未允许任

何单位和个人入驻办公。 随后国开行也发

表声明：经调查核实，国家开发银行与该

互联网金融平台没有任何合作关系，更未

向其推荐融资项目。 该互联网平台严重误

导投资者，请大家高度警惕。 同时，国家开

发银行将保留通过法律程序追究相关谣

言制造者和虚假信息发布者法律责任的

权利。

引入会计师事务所自律

P2P开启增信新模式

□本报记者 殷鹏

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 源于投资人

对平台信息公开透明的需求和P2P公司

自身提高自律性的渴望， 全方位与会计

师事务所达成合作意向， 成为行业发展

新趋势。

日前， 北京财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结成战略合作。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将就财路通平台数据

及公司财务开展商定审计、专项审计。财

路通创始人CEO王崇羽认为，“通过与

第三方机构合作， 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

自审和自律。 ”

他说，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是

源于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混乱，同

时监管措施滞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作

为国内第一批被授予A+H股企业审计

资格、 第一批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

民营会计师事务所， 在会计审计行业有

深厚的专业背景。 王崇羽表示，“给自己

找一个‘婆婆’ ，是因为目前行业发展到

4000亿元规模时， 我们遇到了一个全社

会的诚信危机。 这是互联网金融行业与

传统金融业‘叫板’ 的最大关键点。 ”

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而言，“安全

感” 的第一步———平台首先要做到透

明。 在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利益链中，借

款人和贷款人就是企业的投资人，他们

需要信任这个平台，而平台也需要给投

资人呈现真实的状况，但是自说自话是

没有人信的，所以他们需要由第三方来

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公开透明的，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 社会审计机构就是这个

“婆婆”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罗军表

示， 会计师这个行业历来比较保守，没

有那么激进，但在互联网浪潮中，有一

些行业需要充满激情，有些行业需要保

驾护航，需要严密的逻辑，这就是会计

师需要做的。 他说，“会计师事务所起

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就像桥上的栏杆，

人们过桥时，并不觉得那个栏杆有什么

作用，但在关键时刻，桥栏杆保护你不

掉进河中。 ”

近年来， 互联网金融行业飞速发

展， 目前已经达到将近4000亿元规模，

将近2000家平台， 而其中有400多家企

业已经出现坏账、跑路等问题。 业内人

士指出，除监管机构的监督外，企业还

应该从自身出发，努力让企业做到合法

合规、信息透明。 需要有财务的第三方

机构审计，还需要有审查、监管机制。 如

果有了合规的监管和财务审计，那么公

众对于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就会了解得

很清楚，那些不正规的企业就会随着时

间慢慢消亡。

自审和自律是P2P企业发展的良药。

据了解， 财路通从一开始引入处于全国

前十名的法律顾问， 与中国人寿财险北

京分公司关于P2P行业风险管理探索深

度合作模式，从商业模式、法律文书、各

项流程方面做出法律规范，从法律、风控

上面引入风控数据源。

2015年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 的概念，

专家认为，P2P平台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

作， 无疑是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新经济下

的创新。 未来与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

合作， 会成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一种标

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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