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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新三板市场——新三板的历史进程

2001年7月
老三板

2006年1月
中关村新三板

2013年1月
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
正式成立

2013年12月
证监会发布新
三板配套规则

2014年1月
扩容启动后
266家企业集
体挂牌

2016年5月
新三板启动分
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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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新三板市场成立以来，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不断增加。自2015年6月至今，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截止2016年8月31日，挂牌企业数达到8895家，截止
2016年9月21日，已突破9000家，达到9048家。火爆的新三板市场显示出中小企业
对该板块的信心和支持。

一、了解新三板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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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企业地区分布

一、了解新三板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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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新三板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

挂牌企业行业分布



一、了解新三板市场——企业挂牌优势

新三板
挂牌的
九大
优势

挂牌速
度较快

挂牌成
本低廉

政府财
政支持

加快转
板进程

股份流
动性佳

企业价
值发现

规范治
理公司

提升企
业信誉

融资能
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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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转板

•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
题的决定》，“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
到股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
交易”。

• 即：新三板挂牌企业具备了交易所在规范性、盈利、
股权分散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则无需重新进行发行审
核，可以直接向该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上市。

介绍上市

• 而未达上述直接转板条件的，也可直接去证监会申请
公开发行并上市。新三板挂牌与申请IPO不构成障碍，
已挂牌公司不需要再经过改制并运行一个年度，在IPO
审核上更有优势。

IPO转板

新三板挂牌企业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向交易所转板上市有两种途径：

目前有12家新三板企业转板成功，均是IPO转板。另外，江苏中旗创业板过会，排队时间1.5年。

中小板  久其软件、粤传媒

创业板  世纪瑞尔、北陆药业、佳讯飞鸿、紫光华宇、博晖创新、安控科技、东土科技、康斯特、双杰
电气、合纵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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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新三板市场——海通证券主要立项标准*

• 所处行业属于国家政策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领域，包括以下
大类：1）节能环保；2）信息技术；3）生物；4）高端装备；5）
新能源；6）新材料；7）新能源汽车；8）文化创意产业；或者其
他符合国家政策的具有较大成长潜力的行业。

行业情况

• 向监管部门报送申请材料时存续满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存续满两年

• 最近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应在70%以上，且具有持续
经营能力。创新类、服务类、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
入原则上应在2000万元以上，净利润当期不亏损；传统类、生产
类、资产密集型的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原则上应在5000万元以
上，净利润为1000-2000万元。

主营业务突出

• 专利、著作权、商标、非专利技术等

• 自主拥有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具备竞争优势的、具有完整权利的
关键性资源要素

有自主知识产权

• 具有诚信、专业、高效的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技术团队

• 治理结构基本健全，运作基本规范
治理结构合理

• 基本能够合法规范经营，最近两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况（不
存在被罚款的情况）

• 股权明晰，无重大纠纷或潜在纠纷
合法合规

*标准仅供参考，企业实际情况不同，财务数据等具体标准可能会有所差异。暂不达标企业我们可以提供财务顾问服务辅导其达标。



Ø（一）创新层标准：
1. 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年平均净利润不少于2000万元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最近
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2.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4000万元；股本不
少于2000万股。

3. 最近有成交的60个做市转让日的平均市值不少于6亿元；
最近一年年末股东权益不少于5000万元；做市商家数不
少于6家。

一、了解新三板市场——新三板分层制度

10

Ø （二）创新层维持标准：
1. 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年平均净利润不少于1200万元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最近
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2.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30%；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4000万元；股本不
少于2000万股。

3. 最近有成交的60个做市转让日的平均市值不少于3.6亿
元；最近一年年末股东权益不少于5000万元；做市商家
数不少于6家。



一、了解新三板市场——规范与红利并重，新三板健康前行

（一）新三板市场规范

n 自8月1日起，激增超6000度条“新三板管理制度”。七月份推出制度不超

300条，管理制度集中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防范资金占用制度、信披管理

制度与其他内部管理制度。 

n 强化市场监管，目前正在推进终止挂牌制度、董秘管理办法和券商现场检查

制度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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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新三板市场——红利与规范并重，新三板健康前行

（二）新三板市场红利

（1）私募参与新三板定增条件放宽，审查效率得到提高 

n 放宽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对于参与新三板企业的申请挂牌、发行融资、重大

资产重组的条件 （放宽对于私募机构前置条件的要求）

（2）私募机构做市政策 

n 私募机构做市有利于丰富新三板做市的机构类型

n 有效发挥私募机构定价能力

n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 

（3）新三板拟推出“机构解围”和“差别化征税”两大红利政策 

n 市场投资者准入放宽：QFII和RQFII参与政策的推出 

n 拟推出公募基金入市 

n 对于个人持有新三板股票股息红利实施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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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新三板市场——红利与规范并重，新三板健康前行

（4）产业并购资本加速介入 

n A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企业速度加速，跨板并购趋势显现 

（5）新三板市场的结构性跨板套利机会 

n 贫困地区企业申请IPO，适用“即报即审，审过即发”政策，提升此类地区

符合IPO条件企业的投资预期 

（6）分层机制加速新三板价值重塑 

n 分层标准协助企业匹配多样投资风格的投资者（价值型、成长型和交易型） 

n 创新层与基础层的制度分化、监管分化和交易分化推动企业价值发现，从而

体现新三板市场价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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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通证券概况——海通证券是中国境内领先的综合性证券公司

14

自营交易
证券及期货

经纪
投资银行 资产管理 境外业务直接投资

2008-2015年总资产、净资

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排

名行业前二

2008–2012年，2014-2015

年“全国性综合类AA级证券

公司”

AA

28年稳健经营，不断壮大，成功渡过经济周期各阶段

超过300家证券及期货经纪

营业网点遍布境内外

境内外逾770万零售以及机

构和高净值客户

传统业务稳步提升，创新业

务领军行业

2005年，收购黄海期货，

托管甘肃证券和兴安证券

融资租赁

2014年，收购恒信金融租赁

2015年，收购海通银行和吉亚公司
完成H股定向增发

1988年，注册成立

上海海通证券公司

2012年，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2009年，收购香港大福证券

2007年，于上交所上市



二、海通证券概况——优异的经营成果

15

*数据来源：2015年年报；国泰君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来自公司公告业绩快报

2015年主要上市券商营业收入（亿元）

（合并口径）

2015年主要上市券商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亿元）

（合并口径）

2015年末主要上市券商总资产（亿元）

（合并口径）

中信证券

广发证券

华泰证券

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

广发证券

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

中信证券

华泰证券 招商证券

广发证券

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

中信证券

2015年末主要上市券商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亿元）

（合并口径）

中信证券

华泰证券

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

广发证券



二、海通证券概况——新三板与结构融资部

业务领
域

   新三板推荐挂牌

    

股份登记托管

      

信息披露

   私募/定向融资

   股份交易/做市商

    

股改财务顾问

  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并购重组

      

转板上市

Ø海通证券新三板与结构融资部定位于中小型企业，为企业提供新三板推荐挂牌、股
份登记托管、信息披露、融资、股份交易、并购重组、转板等专业化服务。

Ø利用公司广阔的资源及资本运作能力，新三板与结构融资部将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
阶段，成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全面助力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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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通证券概况——业绩展现（挂牌业务）

截至2016年8月，海通证券新三板与结构融资部已挂牌136家企业，有22家企业被筛选进入创
新层。以下是海通证券推荐挂牌的创新层企业

国义招标
831039 

卡联科技 
430130

安泰股份
831063

洁昊环保
831208

华奥科技
831331

广新信息
831813

天维尔
832296

海优新材
831697 

正大环保
831686

基美影业
430358 

华燕房盟
831496

能龙教育
83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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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源股份
833517 

身临其境 
832817

千年设计
833545

宝润兴业
833856

华晋传媒
835570

远大特材
834270 

赛科星
834179

马上游
833158 

远航合金
833914

威丝曼
833957



做市家数及占比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1-4月

做市家数 7 110 51

市场做市总家数 122 993 365

部门做市家数市场占比 5.74% 11.08% 13.97%

二、海通证券概况——业绩展现（做市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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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015年

2014 - 2016部分项目概览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

2014年

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筹资量（万元）

22,376

2015年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额（万元）

13,332 融资额1.65亿

融资额（万元）20,000

2015年

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额（万元）

8,282

2015年

福建毅宏游艇
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额1.1亿

2016年

爱侣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额（万元）

5,000

2016年

深圳商巨智能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上海华燕房盟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额（万元）
28,830

2013年2012年

2015年

百合网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额 10.23亿

上海基美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额约11.11亿

卡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额 3.6亿

上海策源置业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亿海蓝（北京）数据技术
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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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联科技－从事线下电子商务的高科技公司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卡联科技）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卡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简称： 卡联科技

股票代码： 430130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2015年末约135万 股

融资量（万元）： 2015年两次定向发行融资
合计3.6亿元

挂牌日期：              2012年7月12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顾问

卡联科技从事线下电子商务,是采用无线智能

POS终端,整合线下社区商业网点,为消费者提供

便民产品及便捷服务,并为供应商提供精准营销

及售后支持,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商业服务平台

2015年，卡联成功完成2次融资，融资金额近

3.6亿元人民币，并于2016年初正式变更为卡联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有5家全资子公司

、9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分公司

四大核心服务平台：智能卡服务受理平台、综

合类缴费服务平台、精准营销服务平台、多渠

道支付受理服务平台 

四大主要品牌产品：易淘客智慧社区平台、百

货宝会员营销平台、酷惠O2O支付营销服务平台

、农鲜易社区O2O运营服务平台 

卡联科技于2012年7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公司股

东人数超200人，2015年
完成两次定向发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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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基美影业）

基美影业－新三板国际电影业务第一股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上海基美影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简称： 基美影业

股票代码： 430358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总股本： 29,753.29万股

挂牌后
融资总额： 约11.11亿元

挂牌日期： 2013年12月10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顾
问

目前股东超过200人，主要投资人包括

广州越秀、北京天星、前海开源、熔岩

基金等

挂牌前为国内专业的非美进口片批片公

司，主营业务为进口影片的协助推广业

务。挂牌后，海通证券为其提供多次融

资服务。在资本的帮助下，从单纯的批

片业务向国内外电影投资制作领域转型

，参与投资了《超体》、《魔轮》、《

超级快递》、《勇士之门》等电影，与

全球第6大电影公司欧罗巴影业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通过深度国际合作和融

合，已逐渐成为专业的国际电影公司

自挂牌以来，共进行4轮融资，融资总

额超过11亿，融资总额在新三板非金融

投资类公司中名列前茅

基美影业于2013年12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 2015年5月
正式做市交易，挂牌至今

融资11亿元

21



22

华燕房盟－新三板房地产服务业O2O第一股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上海华燕房盟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华燕房盟

股票代码： 831496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1229万股
发行后24544万股

融资量： 28830万元

挂牌日期： 2014年12月16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顾
问

目前股东超过200人，主要投资人包括

华夏基金、浙商资管、 同安投资、易

方达、中信证券、深创投（红土）等数

十家知名机构

做市机构七家，包括海通证券、东方证

券、申万宏源、国泰君安、天风证券、

兴业证券、世纪证券

多家机构关注并为其发表研究报告，包

括申万宏源、安信证券、广证恒生等

华燕房盟于2014年12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 2015年3月
正式做市交易，挂牌至今

融资2.88亿元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华燕房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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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龙教育——国内领先的开放式、现代化教育平台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简称： 能龙教育

股票代码：  831529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1045万股
发行后5161万股

融资量： 2.24亿元

挂牌日期： 2014年12月19日

海通的角色：主办券商、定增财务
顾问

公司综合利用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技术
手段,打造五维互动共育的全新开放式
教育生态圈，成立“平台运营商及厂
商（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直销
渠道）-渠道合作伙伴（代理商）-最
终用户”四层分销模式在全国开拓业
务，业务覆盖全国18省193地市，1.8
万所学校，1500万实名用户

公司挂牌时同时完成定增，其后又完
成三次定增，共计募集资金2.24 亿

2015年9月22日，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从
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
截至2016年9月19日，能龙教育共计拥
有7家做市商

能龙教育于2014年12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

公司挂牌同时定增，发行

价格为12.63元/股，融资额

3300万元

挂牌后2015年2月定向发行

融资3300万元；2015年5月
定向发行融资7888万；

2015年7月定向发行融资

7888万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能龙教育）



海优新材－太阳能电池组件EVA胶膜一体化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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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海优新材

股票代码： 831697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4000万股，发行
后5561万股

融资量： 1.33亿元

挂牌日期： 2015年1月21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顾
问

获得几十项国内、国际专利，并荣获
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重点新产品、上海
市科技小巨人培训企业等荣誉称号，
自主研发技术水平及产品质量在国际
同类产品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在上海
、河北保定、台湾地区设立4家工厂
，年产值近10亿元

做市机构四家，包括海通证券、东北
证券、安信证券、广发证券

多家机构关注并为其发表研究报告，
包括安信证券、广证恒生、中泰证券
、联讯证券等

海优新材于2015年1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 2015年9
月正式做市交易，挂牌

至今融资1.33亿元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海优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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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源股份——房地产流通环节综合服务提供商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策源股份

股票代码： 833517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7500万股
发行后9000万股

融资量： 1.65亿元

挂牌日期： 2015年9月9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顾
问

作为房地产流通环节综合服务提供商

，属于房地产相关行业

挂牌后，企业以11元每股的价格，完

成了首次定向融资

作为复星集团附属公司，有效的利用

了资本市场，完成自身发展

策源股份于2015年9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

业绩稳步提升，挂牌后于

2015年12月实现融资1.65
亿元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策源股份）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百合网）

百合网－国内婚恋网站挂牌第一股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百合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百合网

股票代码： 834214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挂牌后第一次定向发行
3.3亿股，发行后9.765
亿股

融资量（万元）：10.23亿元

挂牌日期： 2015年11月20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及重大
资产重组财务顾问

中国大陆境内第一家登录资本市场的婚

恋网站股，实现了零的突破

业绩连续亏损条件下，企业实现高估值

融资，挂牌后第一次定向发行融资

10.23亿

由于百合网曾拟与世纪佳缘重大资产重

组，截至2016年5月末，百合网的参股

公司已完成与世纪佳缘的合并

百合网于2015年11月
成功登陆新三板,成
为国内婚恋网站挂牌

第一股。挂牌后第一

次定向发行融资

10.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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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海蓝——航运大数据供应商及物流交易协同平台服务商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亿海蓝（北京）数据
技术股份公司

公司简称： 亿海蓝

股票代码： 834346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3119万股
发行后3639万股

融资量： 2亿元

挂牌日期： 2015年11月23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
顾问

公司为国内领先的航海大数据供应商

及物流交易协同平台服务商，在细分

行业内居于领先地位

挂牌后，公司高估值融资，发行股份

约5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38.47元

，募集资金2亿元

亿海蓝于2015年11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

挂牌后，于2016年4月
定向发行融资2亿元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亿海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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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悦科技－新三板彩票服务业第一股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中悦科技

股票代码： 834772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7059万股 发
行后7161万股

融资量： 8282万元

挂牌日期： 2015年12月8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顾
问

集彩票销售服务、彩票运营服务和其它彩
票服务于一体的彩票综合运营服务提供商
，以多功能彩票销售系统为基础，以多功
能彩票投注硬件设备为依托，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彩票销售运营服务

与多省福彩中心展开了合作，并成立了黑
龙江子公司、宁夏子公司、天津子公司、
广西子公司、浙江子公司及山东子公司，
旨在未来为全国省级福彩中心、数以万计
的合作商户以及超过2亿的彩民提供彩票综
合运营服务，并为中国公益彩票事业做出
更多的贡献

做市机构六家，包括海通证券、江海证券
、东吴证券、光大证券、开源证券、第一
创业

中悦科技于2015年12月
成功登陆新三板

2016年1月正式做市交易，

挂牌至今融资8282万元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中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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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宏游艇——国内领先的私人游艇生产商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福建毅宏游艇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简称： 毅宏游艇

股票代码： 835558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4889万股
发行后6268万股

融资量： 1.1亿元

挂牌日期： 2016年2月22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
顾问

公司为中国领先的私人游艇生产

商，在私人游艇的市场占有率上

拥有较大的领先优势

公司挂牌时同时完成定增，发行

约1387万股，每股价格7.98元，

募集资金1.1亿

毅宏游艇于2016年2月成

功登陆新三板

公司挂牌同时定增，发

行价格为7.98元/股，融

资额1.1亿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毅宏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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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侣健康——中国性产业挂牌第一股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爱侣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简称： 爱侣健康

股票代码： 835587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发行前7900万股，发行
后8394万股

融资量： 5000万元

挂牌日期： 2016年4月26日

海通的角色： 主办券商、定增财务顾
问

中国第一家登录资本市场的性产业股，

实现了零的突破

业绩连续亏损条件下，企业实现高估值

融资，挂牌并同时实现融资5000万元

中国第一性产业股的创造，大大增强了

挂牌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有力地提高了

挂牌企业的资本市场声誉

爱侣健康于2016年4月
成功登陆新三板，成

为中国性产业挂牌第

一股，成为另类行业

挂牌的经典项目

在业绩连续亏损下，

实现挂牌并同时融资

额5000万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爱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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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巨股份——中国工业制造技术及设备领域的佼佼者

企业综述 挂牌亮点

公司名称： 深圳商巨智能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商巨股份

股票代码： 837452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元

股票总量： 1500万

海通的角色：主办券商、定
增财务顾问

工业4.0改革潮流中的弄潮儿，拥有
多年的研发与制造经验和拥有一支业
务素质高、开发能力强的工程师团队

致力于开发、生产液晶显示面板产业
、电子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行
业的自动化输送、自动化检测包装等
智能设备，是专用设备行业内有一定
市场地位的自动化设备综合生产厂商
，目前产品主要运用于京东方、华星
光电等液晶显示面板厂商的生产线中

公司公司报告期内持续亏损，但公司
其他综合条件符合挂牌要求

商巨股份于2016年4月
成功登陆新三板

公司公司报告期内持

续亏损，但公司其他

综合条件符合挂牌要

求

二、海通证券概况——案例分析（商巨股份）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投资银行业务定位

n 立足广东、服务全国的专业、高效的大投行团队。

n 负责的业务主要有新三板、股权质押、资产证券化、并购、

IPO、债券等。

n 同时以投行业务为抓手带动股权投资、产品创设、资本中介

等创新型业务的发展。

n 为企业及高净值客户提供全价值链服务，全面加强与各产业

园区及银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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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新三板业务

33

挂牌企业 分层 备注

能龙教育（831529） 创新层 做市转让；融资2个亿

国义招标（831039） 创新层 做市转让

广新信息（831813） 创新层 做市转让

明动软件（835840） 基础层 协议转让

优晟股份（836331） 基础层 协议转让

东大高新（837710） 基础层 协议转让

智冠股份（831823） 基础层 做市转让

深海软件（839038） 基础层 协议转让

……

l 新三板挂牌业务

已挂牌新三板项目8个，已完成第一轮反馈项目2个，正在进场项目3个，储备项目数十个。
广东分公司投资银行部新三板过会率100%。

l 新三板做市业务

非海通挂牌的做市商业务，案例：树业环保（广发）、广电计量（光大）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团队简介

黄之骏 博士
总经理

n 黄之骏先生，暨南大学博士，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5070032， 2015年加

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n 2006年7月至2015年6月就职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先后任职于支行网点，运营管

理部，计划财务部、内控合规部等多个部门，担任过中信银行广东中小企业金融

中心负责人、中信银行广州分行投资银行部负责人。

n 主持及参与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的发

行承销工作；全程参与中信银行总行2014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工作；

主导中信银行广州分行首只30亿元城市发展股权基金落地，参与广东省多家国有

企业资产重组及混合制改革工作。当前主导多家企业的IP0，新三板挂牌，并购

，发债，股票质押融资及资产证券化等项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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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团队

n 目前，海通证券广东分公司投资银行部团队共12人；其中，博士2名，硕士8名，
注册会计师2名，律师2名。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团队简介

刘仕彦
高级项目经理

n 刘仕彦先生，暨南大学会计学硕士，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质，中级会计

师职称，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6070006， 2016年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

n 2012年7月至2016年3月就职于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先后任职于

集团公司总部财务部，审计法务部，历任财务部财务管理岗，审计法务部副经理。

n 具有多年集团公司财务经验与内部审计经验，负责集团公司合并报表的编制，财务数据的分析；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导并开展了集团公司多次的内部审计项目；作为主要负责人，执笔并起草了集

团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内部审计制度。加入海通以来，参与了多个新三板项目的挂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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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君
资深项目经理

n 陈竺君女士，美国天普大学金融硕士，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612010008，CPA专业阶段合格

证书编号：Y152801172，通过CFA三级考试，2016年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n 2010年2月至2016年3月就职于海通证券广州宝岗大道营业部，先后担任投顾助理、投资顾问、融

资融券专岗、股权融资岗、IB业务岗、衍生品业务专岗、中台客服主管、总经理助理等多岗位；

n 指导客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指期货、期权交易等创新业务并进行风险管理；全面负责营业部

IB业务资格申请工作；为营业部推介新三板挂牌企业提供交易和信息披露等业务指导；受邀在香

港无线电视台的翡翠台、明珠台、互动新闻台和致富360等频道接受电话或视像连线访问，作为

内地专家担任“中港一点通”、“沪港互通”、“沪港直通车”等节目的嘉宾主持。当前负责股

权融资类业务的推介、尽职调查、交易管理、风险监控、贷后跟踪等工作，以及新三板挂牌工作

。



梁颖怡
高级项目经理

n 梁颖怡女士，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职称，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6070013。2016年6月

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n 2013年2月至2016年5月曾任职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主要业绩：① 

带领团队完成普乐方（股票代码：834215）上市辅导阶段并出具两年一期新三板挂牌审计报告

，与负责券商、律师合作顺利完成挂牌及挂牌后持续审计工作；② 协助签字合伙人完成坚朗五

金（股票号码：002791）IPO上市辅导阶段并出具三年一期IPO上市挂牌审计报告，与负责券商

合作成功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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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团队简介

张少辉 博士
高级项目经理

n 张少辉先生，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理事，2015年加入海通证券

股份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任投行部高级项目经理，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6010033

，主导或参与多家企业新三板挂牌，负责股票质押、企业债券、财务顾问等工作。

n 有银行、地产、证券等多行业工作经验。

n 在《财经研究》《管理学报》《重庆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n 参与教育部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广东省社科等多个项目研究，参与广州、佛山、

汕头、烟台、海西州、东莞南城区等20余地区的服务业规划。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团队简介

许天生
项目经理

n 许天生先生，华南理工大学经济学学士，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2110057， 2012

年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n 2009年7月至2012年10月就职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职于金融市场部，环球

交易服务部，风险管理部等多个部门。

n 2012年10月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曾参与广东广业环保集团IPO资产

重组及改制工作，曾参与国义招标（831039）、能龙教育（831529）、广新信息（

831813）、明动软件（835840）、汾西电子（832346）、深海游戏、恒峰信息、游龙御

驾等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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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钦
项目经理

n 朱永钦先生，武汉大学法学学士，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3010023， 2012年加

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n 曾参与过粤科金融集团资产重组项目、粤泰集团企业债项目、广东广业环保集团IPO

资产重组及改制工作。

n 还参与了国义招标、能龙教育、广新信息、优晟股份、明动软件、游龙御驾、恒峰信

息等公司的新三板推荐挂牌工作。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团队简介

于亦洋
项目经理

n 于亦洋先生，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会计硕士，2014年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IPO、新三板等投行业务。

n 曾参与的项目包括东大高新（837710）、智冠股份（831823）、明动软件（835840）、

能龙教育（831529）、广新信息（831813）等新三板项目。

n 参与多个股票质押业务，拥有股票质押业务独立尽调资格。

38

刘亭
项目经理

n 刘亭先生，厦门大学法律硕士（财税金融法），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6070021，2016年6

月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具备法律职业资格证、证券业从业资格证、基金从

业资格证。

n 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就职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部专职律师，主要执业

领域为企业改制及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资产重组、投资并购、新三板挂牌等资本市场业务

。

n 曾为威旗科技（证券代码：834370）、隆盛智能（证券代码：835683）、德力凯医疗（证券代

码：837573）、广州康采恩医药、东莞东元环境、振东医药、芙蓉化工、汇能网络、佛山冠今

、泽远贸易、哎呀呀饰品连锁、江门全富电器、蓝韵医学影像、广州东方园林等二十多家企业

的改制及新三板挂牌提供法律服务。

n 曾为珠海天香苑生物（证券代码：834370）资产重组业务提供法律服务；为东升控股3亿债权重

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为健客医药集团重组及股权融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作为华润医药收购

东莞振东医药（现更名为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项目被收购方律师成员，为被收购方提供法

律服务；作为莱泰制药收购宝丹制药项目收购方律师，为收购方提供法律服务。

n 当前在海通证券广东分公司参与多家企业的新三板挂牌工作。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团队简介

39

洪唯
项目经理

n 洪唯女士，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6050030， 2016年加入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n 2013年7月至2016年4月就职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行网点。 

钱瑾一
项目经理

n 钱瑾一女士，美国杜兰大学金融学硕士（2015年全美专业排名第7，全球排名第37），本

科四年为全额奖学金获得者。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850116070059， 2016年加入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投行部。

n 2009年至2016年期间，先后实习和工作于美国迪斯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美国

喜达屋酒店集团（Starwood Hotels）、澳门特区政府、中国工商银行、SAIF Partners（日

本软银（Softbank）&美国思科 （CISCO）之战略合作）、广发证券。 

n 参与新三板、IPO、股票质押业务、风险投资（环保/医疗/新材料领域）、中小产业基金

成立（健康/环保/新能源领域）、海外子公司成立及募资、 PPP项目（政府土地开发及路

桥建设）、国家间部长级经贸会议。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业务介绍——团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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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瑜豪
项目经理

n 庄瑜豪先生，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硕士，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290114120020

， 2016年加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n 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就职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任职于互联网金融总部、

经纪业务部、融资融券部门。

n 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就职于深圳市前海锦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门。

n 主持及参与了上海能辉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凯

路仕、深圳市飞豹无人机等新三板投融资业务。



业务资质和经验：    经纪、股权质押、资产管理、IPO、资产证券化、新三板、并购重组、PE

投资、收益权互换等业务已经成为综合性的产业链，形成强有力的规模

效应和交叉交易。

强大的资本实力：    利用强大的资本实力，为上市公司提供全方位融资服务，为拟上市企业

提供保荐、财务顾问等服务，为拟挂牌企业提供挂牌服务，满足客户的

投、融资需求。

多渠道融资工具 ：   利用自身多个公司直投平台（海富产业基金、海通开元和创新资本等）

和广泛优质的海内外客户资源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

丰富的投行经验 ：   利用优秀专业的投行经验为企业提供上市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服务；同时

将利用出众的创新能力帮助企业提供个性化的资本运作方案。

突出的定价能力 ：   突出的研究实力将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特色化的专家服务”

广泛的销售网络：    遍布全省乃至全国的营业网点及庞大的基金与机构客户群体是新三板企

业保持流动性的强大后盾。

三、广东分公司投行部人员简介——选择我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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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200001 
电话: 021-23219000 | 传真: 021-
23219100

谢谢
Than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黄之骏-博士: 138-0274-4366

张少辉-博士: 159-1840-1841

广州市天河区高德置地夏D座9层
广东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