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Table_ Title  

2015 年 10 月 16 日 

安信证券新三板日报（提升挂牌审查效率） 
Table_Su mm ary  

 ■10 月 15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346.54 点，上涨 0.33%。（安信新

三板诸海滨团队）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340.12 点, 下降 0.32%。市场总成交

金额为 4.69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3.49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1.20 亿元。

新挂牌公司共计 19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1 家。截止 15 日，共有

3676 家挂牌企业，有 884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30.05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39.21X，协议转让

整体估值为 18.23X。（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595 只股票发生成交，

其中做市转让 467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15%。 

 

■10 月 15 日定增情况： 

 颁布定增预案的公司共有 8 家：禾元生物（833101）、盛景网联

（833010）、巴口香 （832625）、数据堂（831428）、仁新科技

（833310）、和君商学（831930）、策源股份 （833517）、芯能

科技 （833677）。 

 

■重要公司公告： 

 同创伟业（832793）、荆楚网（830836）、时空客（831335）、博

雅英杰（430082）、、圣博润（430046）、博电电气（832921 ）、

广建装饰 （831262）、世纪本原（833744）、盛景网联 （833010）

股票发行公告。 
 

■新三板重要新闻： 

 恐龙园新三板挂牌 净利润达 6051.43 万元 

 A 股退市公司止血求生 上市新三板踏上新旅程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也将在日后为您带来后续的分析，请密

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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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10 月 15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346.54 点，上涨 0.33%。（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

队）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340.12 点, 下降 0.32%。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4.69 亿元。其中做

市转让成交 3.49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1.20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19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

的公司共计 1 家。截止 15 日，共有 3676 家挂牌企业，有 884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30.05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39.21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为

18.23X。（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595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467 只，市

场整体换手率为 0.15% 

表 1：10 月 15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1 三板成指 1340.12 -4.25 -0.32% 

899002 三板做市 1346.54 4.44 0.33%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表 2：市场概况 

项目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884 2792 3676 

当日新增家数 0 19 19 

成交股票只数 467 128 595 

成交金额（万元） 34946.48 12007.43 46953.91 

待挂牌总家数 - - 178 

申报中总家数 - - 1487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3：10 月 15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 主办券商 

833563.OC 力天钨业 钨铁及相关行业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五矿证券 

833805.OC 森诺特 再生聚乙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中泰证券 

833783.OC 源培生物 
细胞培养、微生物培养等相关生物制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等 
德邦证券 

833649.OC 宝美户外 户外用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以及品牌服装 OEM 业务等 国金证券 

833777.OC 棠棣信息 
为银行、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软件开发、系统集成、IT 运营外 

包服务等 
光大证券 

833748.OC 奥图股份 冲压自动化生产线集成及周边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恒泰证券 

833794.OC 优诺股份 电梯整机及零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和维保业务等 光大证券 

833745.OC 恐龙园 
基于恐龙文化的主题公园综合运营和动漫及衍生品的开发、发行与

销售等 
安信证券 

833796.OC 骅锋科技 
为客户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和信息平台运营服务等专业服

务等 
安信证券 

833698.OC 中喜传媒 
集电影院投资管理、制片、电影放映等其他文化投资的综合性文化

传媒投资平台等 
方正证券 

833842.OC 天艺传媒 

向客户提供 

从广告制作、广告投放地点选择、广告实际投放到后期维护的全方

位一体化服务等 

兴业证券 

833770.OC 宏伟供应 
从事工业物资供应、仓储管理、咨询服务、信息化管理等供应链管

理服务等 
国泰君安 

833643.OC 必得科技 铁路、轨道交通机车车辆的电缆保护系统、空调通风系统等 国联证券 

833679.OC 涧光股份 
石油化工行业专用装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咨 

询与服务等 
中信建投 

833630.OC 嘉利股份 汽车、摩托车灯具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服务等 湘财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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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683.OC 吉联新软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系统集成,物流系统工程设计、

开发等 
光大证券 

833594.OC 中斗科技 北斗卫星导航终端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等 太平洋 

833329.OC 利达股份 
从国外进口废弃的饮料包装材料综合回收,分离利用,生产干基商品

纸浆和再生 PE 塑料米等 
信达证券 

833761.OC 科顺防水 新型建筑防水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防水工程施工等 国元证券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资讯 

 

表 4：交易金额前十 

序号 代码 名称 现价 
交易金额

（万股） 

交易金额

（万元） 

 

转让方式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0899.OC 联讯证券 2.29 9497.92  4197.40  做市 资本市场 

2 831850.OC 分豆教育 43.08 8264.41  209.40  做市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3 831379.OC 融信租赁 9.24 1177.69  127.20  做市 多元金融服务 

4 833132.OC 企源科技 13.33 998.42  74.90  协议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5 831068.OC 凌志环保 15.25 920.10  67.10  做市 商业服务与用品 

6 832470.OC 万里运业 9 810.00  90.00  协议 公路与铁路运输 

7 831810.OC 本益科技 5 800.59  160.20  协议 建筑产品Ⅲ 

8 833672.OC 赛沃斯 5 750.00  150.00  协议 燃气Ⅲ 

9 831794.OC 正大富通 3.08 723.7 235.00  协议 汽车零配件 

10 831778.OC 鸿森重工 5.23 618.00  123.00  协议 电气设备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5：涨跌幅前十 

序号 代码 名称 现价（元） 涨跌幅（%） 
所属行业 

（wind 三级） 

1 831854.OC 曼克斯 2.42  14.15% 机械 

2 832220.OC 海德尔 29.90  12.20% 信息技术服务 

3 831503.OC 广安生物 3.14  12.14% 食品 

4 430762.OC 荣昌育种 4.00  11.73% 食品 

5 832862.OC 惠柏新材 25.78  11.41% 化工 

6 831466.OC 软通股份 8.93  10.38% 公路与铁路运输 

7 830886.OC 太尔科技 7.83  8.00%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8 430704.OC 同智伟业 8.62  7.75%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9 831975.OC 温迪数字 11.84  7.15% 专业服务 

10 831130.OC 环宇装备 2.92  6.18% 容器与包装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6：10 月 15 日股权质押 

名称及代码 股东名称 质押权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期限 质押事由 

831997.OC     

海斯迪  
李朋阁 王宏刚 45 

2015-10-3/2015-11-

2 
个人支出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 定增 
禾元生物（833101） 

募资 5000 万元 

公司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27.9831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47 元/股，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投资者 。 

盛景网联（833010） 

募资 3454.248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21.8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3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3454.248 万元，发行对象为公司部分股东及由员工持有份额的合伙企业天津融慧鼎

泰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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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口香 （832625） 

募资 25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2500 万元。发行对象为邹劲松等 3 名投资者。 

数据堂（831428） 

募资 23998.90128 万元，用于扩充和建设数据资源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862.0295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84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23998.90128 万元，发行对象为东方证券、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海

通证券、上海航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资管-国泰君安-浙商金惠新

三板启航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浙商证券资管-光大银行-浙商金惠东证做市增强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浙商证券资管-光大银行-浙商金惠新三板启航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浙商证券资管-农业 

银行-浙商金惠先锋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

华通科技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仁新科技（833310） 

募资 2850 万元 

本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 3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50 万元，由西南证券、上海证券、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兴全睿众基

石 9 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和君商学（831930） 

募资 6 亿元 

本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 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 亿元，由符合规定的投资者认购。 

策源股份 （833517） 

募资 1.65 亿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1.65 亿元，由符合规定的不确定投资者认购. 

芯能科技 （833677） 

募资 1.2 亿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75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1.2 亿元，由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认购.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盛景网联 （833010） 

9600 万元增资子公司杭州盛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 亿元增资子公司北京盛景嘉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拟将子公司杭州盛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9700 万元，即杭州盛

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96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9600 

万元，将子公司北京盛景嘉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16000 万元，即

北京盛景嘉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

民币 10000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优化公司战略

布局，进一步推动公司投资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从公司长期发展来看，

对公司的业绩提升、利润增长带来正面影响。 

世纪本原（833744） 

10000 港币设立香港子公司 

公司拟以 10000 港币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世纪本原科技有限公司（筹）。本次对外投资的

目的是加强国际业务拓展，降低原材料成本，扩大产成品出口规模，拓展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同时为公司未来其他海外业务拓展提供通道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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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建装饰 （831262） 

与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签订 5766.0115 万元施工合同 

公司近日与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签订了医院三甲建设二期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合同，

承包内容为室内装饰装修等相关工程项目、按照设计图纸及工程清单 

所有装修工程内容，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5766.0115 万元。对公司未来的经 

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是公司近几年综合能力和施工能力显著提升的体现，有助于提

高公司在建筑装饰行业的市场份额。 

博电电气（832921 ） 

中标国网两项目 

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 2015 年进行的两次含有继电保护测试仪的电源项目招标即第二批和

第四批招标采购（物资）项目的招标中，均被确认为中标人。第二批招标采购(物资)中公

司中标“分标 2 仪器仪表一包 6 继电保护测试仪（82 台），合计中标金额为 614 万元。第

四批招标采购（物资）中标”分标 5 仪器仪表-包 21 继电保护测试仪“合计中标金额为

726 万元。两个项目的中标对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体现公司行业竞争

优势。 

圣博润（430046） 

与北京中科天恒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1104 万元关于信息安全类产品的采购合同 

公司与北京中科天恒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信息安全类产品的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1104 万元。合同标的为中科天恒向公司采购 LanSecS(堡垒主机)内控管理平台、LanSecS

内网安全管理系统、LanSecS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检查工具箱系统、LanSecS 集中运维监控

管理平台四种产品。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经营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博雅英杰（430082） 

与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中心签订供销合同 

公司与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中心签订供销合同，公司向其销售海南省公安厅需求的“车

载式执法记录仪”和四川省岳池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需求的“警灯报警器”。 此合同

的成功签署，成为公司产品在公安警用装备领域公安部统一采购方面的一个可喜起点，

一个良好开端，为公司业绩的稳定提升奠定了基础 

时空客（83133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收购金色同年，雨霖文化，首创科技 

公司拟购买庄越、李伟持有的金色同年 100%股权，齐德仲、郑丽萍持有的雨霖文化 100%

股权，杨波、杨子洲持有的首创科技 80%股权。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1919.22 万股（含 1919.22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941.56 万元（含 9941.56 万元）。金色同年收购总价为 3299.66 

万元，宇霖文化收购总价为 1800.05 万元，首创科技收购总价为 165.76 万元，剩余募集

资金用于运营大连地铁独家广告经营项目和流动资金。 

本次收购沈阳金色同年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主要考虑到为了快速提高公司在辽宁省内高

速公路广告资源的占有率，本次收购将使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从大连扩大到辽宁省乃至整

个东北区域，沈阳金色同年的稳定经营状况也能给公司贡献一个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收购大连宇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将拥有金普新区广告传媒行业 70%以上的市

场资源，成为占据大连行业领军地位的龙头企业； 

收购大连首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公司考虑到近两年移动互联网广告和微信营销的蓬

勃发展，吸引了很多企业的目光，影响了大批客户的广告投放思维模式，因此公司也在

积极着手准备发展线上微信营销服务，升级传统业务模式。 

本次收购的户外广告大牌都是当地经济核心区域的标志性广告大牌，位臵独特、醒目，

具有极强的传播效果。经过本次收购这两家公司，公司拥有了金普新区的 70%以上的标

志性户外广告大牌，对于公司进一步确立金普新区乃至大连地区传媒企业领头羊的地位

起到了进一步的支撑作用。 

荆楚网（830836） 

收购上海麦秸 50.1%的股权，向互联网游戏领域延伸，提升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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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以全部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上海麦秸 50.1%的股权。本次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上海麦秸 50.1%的股权，使公司业务向互联网游戏领域延

伸，有利于公司丰富业务类别，拓宽市场空间，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海麦秸将成为荆楚网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交 

易标的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4500 万元及 5000 万元。通过本次交易将为挂牌公司培养新

的业绩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公司未来整体盈利能力。上海麦秸的休闲竞技游戏平台拥有

超过 500 万的有效注册用户，月均活跃用户超过 60 万人。利用上海麦秸的游戏平台，

通过新闻弹窗等功能，将荆楚网的新闻、 

资讯、广告及新产品，及时向其用户推送，将会增加荆楚网的访问用户，提升荆楚网的

影响力。借助挂牌公司及其股东的资源优势，上海麦秸可以迅速向整个湖北地区以及周

边省市进行扩张，提高其在湖北地区市场的占有率 

同创伟业（832793） 

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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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买入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增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中性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卖出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Table_A utho rState me nt  

 分析师声明 

诸海滨、桑威分别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
资格，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

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
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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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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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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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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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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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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