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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2.52%，收报 1369.56 点；新三板做

市指数上涨 0.48%，收报 1344.60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11 家，协

议转让公司增加 3 家，做市转让增加 8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

单日 5.49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2.86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2.63 亿元；

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5990.29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6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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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 2762 3640 

当日新增家数 8 3 11 

总股本（亿股） 634.67 1288.26 1922.93 

流通股本（亿股） 297.76 414.56 712.32 

成交股票只数 463 119 582 

成交金额（万元） 28562.58 26348.16 54910.74 

成交数量（万股） 5990.29 4643.83 10634.12 

成交笔数 6952 716 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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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坦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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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州证券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绩优股份：公司发布2015年度第一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35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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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股，需要纳税）。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

为14,35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5,875,000股。  

（2）国林实业：公司发布2015年度第一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个人股东、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财

税【2015】101 号文）；QFII 实际每10股派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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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一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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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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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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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7,050,000股。 

（4）禾益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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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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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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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0,037,500股。  

（5）菱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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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34,493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6.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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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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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2.166800元人民币现金（个

人股东、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财税【2015】101 号文）；本次权益分派所产

生的QFII所得税由本公司代扣代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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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开瑞物流：公司发布两项对外投资公告。第一项为本公司拟将子公司青岛君合嘉福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3,000,000.00元，即青岛君合嘉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9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9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第二项为本

公司拟与上海禾舜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山东开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山东

省青岛市黄岛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800,000.00元，占注册资

本的60.00%，上海禾舜实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2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0.00%。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 

（7）玻尔科技：公司发布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183,00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350000元人民币现金（个人股东、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QFII 

实际每10股派1.2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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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金大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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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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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股，不需要纳

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0股，需要纳税）。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9,000,000股，分红后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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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至151,800,000股。 

（9）田野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田野创新有限公司（以工商局

核准为准），注册地为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00,000.00元。 

（10）蓝天园林：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杭州蓝天园林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杭州蓝天园林

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浙江展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100%股权，分别按照1,000万元和1,080万元向全

资子公司杭州蓝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蓝天设计院和展诚设计为蓝天建设的全资

子公司，蓝天建设注册资本由15,000万元增加至17,080万元。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11）麟龙股份：公司发布2015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2,675,000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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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75,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45,350,000股。  

1.3 协议公司公告 

（1）万事兴：公司发布2015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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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股，不需要纳税）。 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17,000,000

股。  

（2）骏创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肖玉霞、章晓雁、胡国银、谭志海共同出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苏州骏创模具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天鹅荡路2588号第5幢，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8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60.00%，肖玉霞

出资人民币4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5%；章晓雁出资人民币4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5%；胡国银出

资人民币1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谭志海出资人民币1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  

（3）希芳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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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1,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9.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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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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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1,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0,104,320股。    

（4）环宇畜牧：公司发布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690,28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9.880000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31,690,28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63,000,276股。 

（5）乐普四方：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合肥瀚元售电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KF4-6地块合肥高新磁性材料研究中心301室（具体地址以工商注册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0元。 

（6）天涌影视：公司发布2015年第一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16,613,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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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2.12股，需要纳税）。  

本次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16,613,000股，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6,580,800股。 

（7）东软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的公告。本公司拟与上海凌越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章国香，

陈晓蓓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子公司东部众创（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高新区（滨江）

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3,200,000.00元，占注册 

资本的40.00%，上海凌越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240万元，占注册资本30%；章国香出资

人民币120万元，占注册资本15%；陈晓蓓出资人民币120万元，占注册资本1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

关联交易。  

（8）天海流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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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7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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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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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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0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2,925,000股。 

（9）五舟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对子公司成都五舟汉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到人民币5,000,000.00元，即成都五舟汉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800,000.00元，其他股东出资1,2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 

（10）中科招商：公司发布四项对外投资公告。①本公司拟与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参与

深圳市久山林农场有限公司的增资，本次增资后，深圳市久山林农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00.00元增加到人民币5,000,000.00元，即深圳市久山林农场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000,000.00元。

本公司总投资人民币3,000,000.00元，其中1,500,000.00元用于认缴注册资本，占注册资本的30%,剩余

1,500,000.00元计入深圳市久山林农场有限公司资本公积。②本公司拟将子公司天津中科招商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330,000,000.00元，即天津中科招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10,0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310,000,000.00元。③本公司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上海世桢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1,332,500,000.00元。公司本次首期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287,208,000.00元。④本公司与周长林、朱新力、江苏中科招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江苏中科招商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5,8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9%。 

（11）环创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湖北环创再生资源科技有序性公司是本公司拟与自然人徐承

胜共同出资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注册地为荆州市公安县孟溪镇黄路1-4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徐承胜出资人民币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本次对

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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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川能源 1.03 580.75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郭海波、股东北京富登阳

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东郭海龙、董事张显

华，共计4名。（定向） 

英特罗 1.25 507.5 
本次股票发行共向18名投资者发行。其中2名为特定对象

自然人投资者。（定向） 

画龙点睛 2.00 3000 本次发行对象为厦门卓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定向） 

威控科技 6.1 1708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10家（含10家）具有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及投资

机构。（定向）  

国佳新材 8.80 13337.43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发行，包括7家机构。（定向） 

侨益股份 3.40 3100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相关规定的1名合格投资者。（定向） 

巨正源 4.00 20000 
本次发行为不定向发行，对象为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

不超过35名。（定向） 

天成股份 4.00 1540 
本次发行对象为3名机构投资者、共计20名投资者。（定

向） 

国泰股份 2.50 1025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已确定的发行对象为：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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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盛大国泰

投资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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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7 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小田冷链（833497）、绿岩生态（833544）、

志成股份（833816），分别为 8072.73 万元、5585.27 万元、5442.26 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联

赢激光（833684）、金旅环保（833730）和兆晟科技（833727），分别为 1030.97 万、424.02 万元、293.02

万元。 

图表 3：新增挂牌公司一览 

代码 名称 营业总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证监会行业(2012) 

833497.OC 小田冷链 8072.73 258.65 道路运输业 

833544.OC 绿岩生态 5585.27 121.59 土木工程建筑业 

833816.OC 志成股份 5442.26 78.55 专业技术服务业 

833684.OC 联赢激光 5404.74 1030.97 专用设备制造业 

833530.OC 江苏高科 1663.10 165.76 通用设备制造业 

833730.OC 金旅环保 1545.84 424.02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833715.OC 凯世光研 1498.07 256.9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33727.OC 兆晟科技 1172.54 293.0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833749.OC 每通测控 1125.31 16.24 专用设备制造业 

833466.OC 盛盈汇 1050.97 -261.41 批发业 

833767.OC 五轮电子 1045.90 68.29 其他制造业 

833709.OC 和信科贷 1011.14 270.74 货币金融服务 

833610.OC 山东天力 873.41 -1000.99 专用设备制造业 

833752.OC 广申股份 799.54 -1.18 专业技术服务业 

833671.OC 邦诚电信 600.14 136.3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833791.OC 和道传媒 455.28 97.30 商务服务业 

833746.OC 宏中股份 297.86 -151.26 医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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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