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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方正宏观研究类模板 市场交易概况 

    9 月 22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升 0.31%，收报 1364.48 点；新三板做市

指数上升 0.07%，收报 1328.75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10 家，协议

转让公司增加 5 家，做市转让增加 8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

日 3.85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2.46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1.39 亿元；成

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3951.11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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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2682 3512 

当日新增家数 5 5 10 

总股本（亿股） 599.23 1253.97 1853.20 

流通股本（亿股） 280.39 405.35 685.74 

成交股票只数 405 113 518 

成交金额（万元） 24551.36 13950.53 38501.89 

成交数量（万股） 3951.11 4409.11 8360.22 

成交笔数 6078 539 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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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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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九生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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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投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迈科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谢为志、周克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湖南迈

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名称为准），注册地为湖南长沙，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02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1.00%。 

（2）富耐克：公司发布2015年上半年权益分配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1,7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个人所得税政策；QFII实际每

10股派2.7元，对于QFII之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1,700,000股，权益分

派后总股本增至129,060,000股。 

（3）一铭软件：公司发布增资子公司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北京一铭铭鑫软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到人民币10,000,000.00 元，即北京一铭铭鑫软件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000.00 元。 

（4）四维传媒：公司发布2015年上半年权益分配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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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分派前本公司

总股本为66,000,000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132,000,000股。 

（5）华索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河南华索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20,000,000.00 元，即河南华索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0 元，即公司认缴

增资人民币10,000,000.00 元。 

（6）超弦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何允、唐小兰、沈超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公司名称

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为准），注册地为在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 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30.00%。 

1.3 协议公司公告 

（1）德安环保：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新疆天威安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阿克

陶德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销售玻璃制品，钢材，塑料制品，

玻璃制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边坡防护工程，市政工程建设，建筑施工，建筑设备安装，室内外装

饰工程，建筑材料。 

（2）尚洋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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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然生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出资1000万元参与杭州慧牧科技有限公司，其中129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慧牧科技原有注册资本3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变

更为429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30.07%。  

（4）万舜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万舜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10,000,000万元人民币。 

（5）派拉软件：公司发布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200,000股为基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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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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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0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0股，需要纳税）。本次权

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200,000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28,000,000股。 

（6）海龙国际：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赵登、庞里俊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湖南掌上农博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8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3,024,000.00元，占注册

资本的28.00%。 

（7）堃琦鑫华：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召开第一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设立堃琦鑫华（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注册法定股本港币10000元，分为10000股，

每股1元。 

（8）壹加壹：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宁夏现代牛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注册

地为宁夏银川市宁安大街IBI育成中心407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元。 

（9）百胜软件：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百胜睿迪软件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光谷金融港B5幢1楼1号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10）金华机械：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常熟市精密冷挤压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常熟市碧溪新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0元。 

（11）中惠地热：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中惠地热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河

南省荥阳市贾峪镇新田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元。 

（12）太矿电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梁子恒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泰广实创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元，总出资额为16,000,000元。 

（13）正方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正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北京（具体地址未确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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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盛电气 2 1200.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张建华等10位自然人。（定

向） 

日懋园林 7 560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35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相关要求的投资者。（定向） 

易同科技 2 540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非定向） 

西藏能源 3 12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2 名现任董事。（定向） 

和达科技 6.75 1012.5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3家法人企业，东兴证券、山西证

券和中银国际。（定向） 

佳德联益 6 18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定向） 

博思堂 1.0714 321.42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核心员工，包括王荫等。（定

向） 

联合创业 3.1 1075.7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公司现有股东、公司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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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核心员工。（定向） 

伟钊科技 2.7 621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24名自然人，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定向） 

京东检测 1 17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魏卓夫、徐洪、杨俊金、张彩兰、

张保国、毕海光共6名个人投资者。（定向） 

晶品压塑 6.8 204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相关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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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5 家。其中其他金融业新增 2 家挂牌公司，联创永宣（833502）和汇通金

融（833631）。其中，联创永宣（833502）2014 年营业收入为 3803.75 万元，净利润为 17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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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502.OC 联创永宣 3803.75 1742.56 其他金融业 

833526.OC 北林科技 14488.55 -888.25 林业 

833524.OC 光晟电器 33.03 -61.1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33555.OC 华南信息 1904.52 181.87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33631.OC 汇通金融 7242.54 -447.73 其他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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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