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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升 4.24%，收报 1397.92 点；新三板做市

指数下跌 0.98%，收报 1344.05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10 家，协议

转让公司增加 2 家，做市转让增加 8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

日 4.15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2.41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1.74 亿元；成

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3769.86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640.33 万股。 

图表 1:新三板交易数据一览 

项目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803 2649 3452 

当日新增家数 8 2 10 

总股本（亿股） 580.55 1231.94 1812.49 

流通股本（亿股） 276.90 394.22 671.12 

成交股票只数 427 121 548 

成交金额（万元） 24135.15 17356.91 41492.06 

成交数量（万股） 3769.86 4640.33 8410.19 

成交笔数 6914 565 7479 

资料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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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 协议转做市公告 

（1）天原药业：公司发布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本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将于2015年9

月16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州证券

有限公司。 

（2）欧力配网：公司发布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本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将于2015年9

月16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盈谷股份：公司发布收购资产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田小莉、曾静、陆小敏、金汉梅、罗皓

璇收购其持有深圳市前海信保友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计45%的股权，合计支付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6,750万元（即对信保保理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1.5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信保保理的股权结构

为田小莉持股55%，盈谷股份持股45%。 

（2）斯达科技：公司发布2015年上半年权益分配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其中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

5.000000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0.000000股，需要纳税）。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

为28,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42,000,000股。 

（3）昊方机电：公司发布2015年上半年权益分配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0股，（其中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

10.000000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0.000000股，需要纳税）。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9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80,000,000股。 

（4）龙创设计：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货币出资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曼威科技有

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注册地为准)；，注册地为深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3,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70.00%。 

1.3 协议公司公告 

（1）灵佑药业：公司发布购买理财产品公告。公司董事会授予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审批，并由公司管

理层负责具体实施。投资金额为单笔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或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涉及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含8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投

资品种为低风险理财产品，每期理财产品时限不超过6个月（含）。 

（2）超凡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超凡志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388号1栋6层696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0元。 

（3）天羚绒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新疆金天羚毛纺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9,000,000.00元，即新疆金天羚毛纺织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4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

缴出资人民币744,000.00元。 

（4）派芬自控：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江苏派芬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人民币27,200,000.00 元，即江苏派芬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7,200,000.00 元，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7,200,000.00 元。 

（5）运控电子：公司发布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股,（其中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0.00股，

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4.00股，需要纳税）。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0,000,000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28,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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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在支付：公司发布购买理财产品公告。公司决定实施短期理财计划，投资标的为中信信诚短期

理财A型10号金融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金额为500万元。 

（7）双色港：公司发布两项对外投资公告。第一项为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双色港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注册地为哈尔滨市松北区世茂大道72号火炬大厦17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00元。第

二项为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郑晓彪、石德新共同持有的康盛公司 100%股权。以19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购买郑晓彪持有的康盛公司99%的股权，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石德新持有的康盛公司1%的股权； 

（8）复仁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上海你我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上

海你我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自贸区，注册资本拟定为10,000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持有拟设立子公司95%股权，你我贷持有拟设立子公司5%股权。 

（9）诺思兰德：公司发布2015年上半年权益分配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519,6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0股，（其中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

10.000000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0.000000股，需要纳税）。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

本为50,519,6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01,039,200股。  

（10）深川股份：公司发布2015年上半年权益分配公告。公司拟与自然人南灿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山东深川防爆电气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以南青龙山路以西，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2,650,000.00 元， 占注册资本的53.00%。 

（11）嘉网股份：公司发布收购资产公告。嘉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北京丰瑞利泽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购买其持有的君安信3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300万元人民币 

 

2.今日公司定增情况 

图表 2：定增公告一览 

公司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融资金额 

（万元） 
发行对象 

安徽凤凰 2.5 31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员工，共计32人。（定向） 

无锡环卫 1.28 4246.52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公司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定

向） 

奔腾集团 1.2 6506.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西藏奔腾中投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新疆中金万和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定向） 

同辉佳视 2.4 24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本公司在册股东和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的核心员工，以及其他外部投资者。（定向） 

亚克股份 1 1000 发行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王宏章、王敏。（定向） 

欧迈机械 2.5 500 

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

行）》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定向） 

网智天元 10 4500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定向） 

喜宝动力 1.75 472.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杨光宏、徐光硕等两名在册

股东及符合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

定的两名机构投资者。（定向） 

福慧科技 5 211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投资者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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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应履行登记备

案程序后方可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非定向） 

高曼重工 1 4655.1 

本次股票发行合计8名认购人，除邹小武为公司在册股东

外，其余7名为新增股东，8名认购人均符合的规定。（定

向） 

华源磁业 4 3200 

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核心员工浦金东和符合条

件的外部投资者倪文杰、柴天声及其他合格投资者。（定

向） 

新昶虹 3 3600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相关规定的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定向） 

赛德盛 2.26 891.3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原在册股东汪金海、鲍小海、

高志刚、胡贵峰、李珍和曹文忠，以及不超过3位符合投

资者适当性的新增认购人。（定向） 

爱珂照明 2 2422 
本次股票发行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2名在册自然人

股东。（定向） 

资料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方正证券研究所 

 

3.今日挂牌公告概览 

9 月 2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0 家。其中制造业新增 6 家挂牌公司，数量最多。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世纪天鸿（833456）、天立坤鑫（833553）、

路维光电（833550），分别为 3.31 亿元、1.15 亿元、0.99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世纪天鸿（833456）、

路维光电（833550）和生隆纤维（833520），分别为 2109.06 万、1048.69 万元、525.93 万元。 

图表 3：新增挂牌公司一览 

代码 名称 营业总收入(元) 净利润(元) 证监会行业(2012) 

833456.OC 世纪天鸿 33124.54 2109.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33550.OC 路维光电 9924.02 1048.69 制造业 

833520.OC 生隆纤维 6116.12 525.93 制造业 

833583.OC 华盛科技 3088.41 431.20 制造业 

833553.OC 天立坤鑫 11544.32 389.15 批发和零售业 

833065.OC 川油科技 7105.98 155.69 制造业 

833554.OC 新翔科技 
402.57 26.2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518.OC 人福药辅 4290.80 8.72 制造业 

833399.OC 香哈网 
254.60 7.1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577.OC 欧林生物 8.36 -2493.54 制造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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