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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方正宏观研究类模板 市场交易概况 

    9 月 29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0.45%，收报 1367.90 点；新三板做市

指数下跌 0.13%，收报 1317.75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16 家，协议

转让公司增 11 家，做市转让增加 5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3.68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2.09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1.59 亿元；成交

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3970.68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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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 2713 3568 

当日新增家数 5 11 16 

总股本（亿股） 615.05 1271.87 1886.92 

流通股本（亿股） 288.04 410.10 698.14 

成交股票只数 394 111 505 

成交金额（万元） 20932.51 15905.95 36838.46 

成交数量（万股） 3970.68 4655.10 8625.78 

成交笔数 5210 687 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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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阳德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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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利德浆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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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和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远泉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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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和联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润港林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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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菱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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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领耀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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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天香苑:公司发布对外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与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珠海天香苑生物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湛江五

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100%股份。交易作价1200万元。 

（2）合锐赛尔：公司发布对外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司对山东恒威出资3,000万元，增资后持有山东恒威

注册资本2,500万元。增资完成后的山东恒威注册资本为4,500万元，公司出资占比为55.56%，其他3位自

然人股东出资占比为44.44%。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3）希奥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KIM  TAEKSEUNG和郭伟凌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名称暂定为“Joytel Co.,Ltd”（以政府主管机关最终核准名称为准），注册地为韩国（具体地址未

确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000,000.00元（暂定），其中本公司上海希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人民币165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2%，KIM  TAEKSEUNG出资人民币7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郭伟

凌出资人民币7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4）搜才人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爱沃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暂

定名），注册地为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477号华星科技大厦268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0元。 

（5）科润智能：公司发布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招标

投标中心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公司已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G30乌鲁木齐绕城高速（东线）公路

项目机电工程第WRDXJD-3标段”中标人。 根据《中标通知书》，公司此次中标金额为68,397,816.34

元。该项目属本公司中标的智慧交通优质项目，本次中标结果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公司

已收到《中标通知书》，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6）南华工业：公司发布重大合同中标公告。015年6月，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标“重

庆港主城港区果园作业区二期扩建散货工艺项目控制及配套工程”施工项目。同年9月，公司与中交第

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固定价的暂定价为8,585.00万元，总工期215日历

天。 

1.3 协议公司公告 

（1）泰宝生物：公司拟对广西欧施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施得公司”）进行增资，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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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欧施得公司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拟对欧施得公司增资 3,000,000.00 元，占增资后注册

资本的6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旭业新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上海安诺其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东营北港环保尅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东营市河口

区河庆路175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元。其中旭业新材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 

（3）乔顿服饰：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金纬

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温州乔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5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35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0%，金纬出资人民币1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30%。  

（4）瑞琦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杨立、肖建国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成都纽瑞生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成都市高新区（西区）天勤东街66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0,000.00 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6,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50.00%，杨立出资人民币3,000,000.00 元，占注

册资本的25.00%；肖建国出资人民币3,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5.00%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 

（5）康捷医疗：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自然人李云龙共同出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苏州康联药房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唯新路86号湖滨邻居中心16号店面房，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5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自然人李云龙出资人

民币45万元，持有45%的股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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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珂照明 2 2422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施杰军、张勇。（定向） 

天香苑 3 5000.25 

本次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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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投资者以及对公司有做市意愿且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

券机构。（非定向） 

方元明 75.99 6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丰年鑫元、丰年鑫慧、丰年君元。

（定向） 

博锐尚格 6 60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刁志中。（定向） 

津宇嘉信 4 31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24人及新增加的公司核心

员工17人。（定向） 

源和药业 12-15 4000 

本次发行对象为为不超过6家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公司备案的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司。（定

向） 

亿恩科技 1.1 5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7人、公司现任高管1

人、监事1人、核心员工及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合格自然人

投资者。（定向） 

尚洋信息 3 174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公司的核心员工 10 人，在公司

长期任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 人。（定向） 

天河股份 6.5 533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27名核心员工。（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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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高科 2 1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现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员工，共11名。（定向） 

润港林业 4 40 定向发行对象为高星、朱勇、冯淑军。（定向） 

白水农夫 2.1 210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东能（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定

向） 

世能科泰 18 1530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深圳市倚锋成长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定向） 

网信机电 4.56 2736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为北京天星光武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刘仙芝。（定向） 

和达科技 6.75 1012.5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东兴证券、山西证券、中银国际。

（定向） 

博杰科技 5 136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王晓华、周荣、陈香菊、北京聚

琛资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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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6 家。其中制造业新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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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能科技（833677）、亿邦制药（833437）

和南方阀门（833678），分别为 8.69 亿元、4.04 亿元、1.85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亿邦制药

（833437）、风雷网络（833710）和南方阀门（833678），分别为 8195.39 万元、2598.15 万元、21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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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621.OC 上海颖川 27,195,586.2100 2,184,475.00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3626.OC 捷程检测 9,132,266.0300 -98,496.00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3640.OC 广州中崎 104,357,806.0000 12,269,305.4600 制造业 

833437.OC 亿邦制药 403,911,035.5100 81,953,918.2800 制造业 

833710.OC 风雷网络 45,603,895.0900 25,981,474.19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744.OC 世纪本原 121,334,114.1100 6,219,529.4000 制造业 

833603.OC 澳森制衣 98,554,341.6100 4,694,380.9600 制造业 

833756.OC 恩鹏健康 50,262,903.1200 3,067,221.5600 制造业 

833670.OC 易康盛世 3,427,475.7400 -75,839.31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678.OC 南方阀门 185,390,111.8100 21,242,448.8700 制造业 

833611.OC 镭之源 19,887,056.5600 5,968,174.9600 制造业 

833673.OC 茂莱光学 78,752,400.0000 6,978,000.0000 制造业 

833528.OC 宁波中药 35,102,776.1300 -84,606.0700 制造业 

833636.OC 邦瑞达 9,054,188.1500 634,189.8900 制造业 

833677.OC 芯能科技 869,259,777.9100 17,670,704.2900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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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576.OC 金尚互联 16,053,951.5400 5,052,274.56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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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来自公开合规渠道，分

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

方的授意或影响。研究报告对所涉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的评价是分析师本人通过财务分析预测、数量化方法、或行业比

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但使用以上信息和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客户使用。本报告
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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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

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
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本公司利用信息隔离制度控制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因此，投资者应注意，在

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
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

司的董事、高级职员或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

己的判断。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

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方正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

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强烈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20%以上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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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 

中性：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与沪深300指数持平； 

减持：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 

 北京  上海  深圳  长沙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甲34号方正证券大厦8楼

（100037）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

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36楼（200120）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3号兴业银行大厦201

（418000）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00

号华侨国际大厦24楼

（410015） 

网址： http://www.foundersc.com http://www.foundersc.com http://www.foundersc.com http://www.foundersc.com 

E-mail： yjzx@foundersc.com yjzx@foundersc.com yjzx@foundersc.com yjzx@founder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