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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338.08 点，下跌 0.56%。（安信新

三板诸海滨团队）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367.72 点, 上涨 0.75%。市场总成交

金额为 5.70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3.51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2.19 亿元。

新挂牌公司共计 21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2 家。截止 21 日，共有

3772 家挂牌企业，有 891 家做市企业。估值方面：新三板整体估值为 29.83X，

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39.15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为 18.24X。（安信新三板诸海

滨团队）共有 594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466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

为 0.22%。 

 

■10 月 21 日定增情况： 

 颁布定增预案的公司共有 11 家：杰通股份 （430684）、基康仪

器 （830879）、西安同大（830951）、顺博合金（833081）、多

尔克司（833627）、浩瀚深度 （833175）、未名信息 （832664）、

约克动漫 （830936）、春茂股份（430463）、永信科技（831122）、

鸿丰小贷（833233）。 

 

■重要公司公告： 

 和君商学（831930）、育星达（832686）、深圳行健（430467）、

浩亚股份（832101）、思坦仪器（832801）、熊猫乳业 （832559）、

银信农贷（832944）、方富资本（833962）、蔚林股份 （831866）、

杰通股份（430684）、首都在线（430071）、和君商学（831930）、

育星达（832686）股票发行公告。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成科技小企业“主场” 总市值 1.58 万亿 

 新三板交投回暖 将在 2016 年至 2017 年迎来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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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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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10 月 21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338.08 点，下跌 0.56%。（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

队）成指指数最终报收于 1367.72 点, 上涨 0.75%。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5.70 亿元。其中做

市转让成交 3.51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2.19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21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

的公司共计 2 家。截止 21 日，共有 3772 家挂牌企业，有 891 家做市企业。估值方面：新

三板整体估值为 29.83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39.15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为 18.24X。（安信

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共有 594 只股票发生成交，其中做市转让 466 只，市场整体换手率

为 0.22%。 

表 1：10 月 21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1 三板成指 1338.08 -7.55 -0.56% 

899002 三板做市 1367.72 10.18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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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 2881 3772 

当日新增家数 0 21 21 

成交股票只数 466 128 594 

成交金额（万元） 35086.93 21884.33 56971.26 

待挂牌总家数 - - 152 

申报中总家数 - - 1572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3：10 月 21 日新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 主办券商 

833470.OC 泰聚泰 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领域的应用开发商、服务提供商等 兴业证券 

833682.OC 福特科 光学元件、光纤元器件及光电仪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国海证券 

833778.OC 山东环保 
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从事节能服务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及运营

管理等 
申万宏源 

833800.OC 泰安科技 汽车内外饰件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等 中信证券 

833811.OC 中新股份 工业自动化领域系列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等 海通证券 

833830.OC 蓝宝股份 
混凝土保护剂系列、混凝土挂板系列、GRC 挂板系列产品的研发与

销售等 
湘财证券 

833838.OC 美世创投 企业自有资金对外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等 财通证券 

833850.OC 恒生科技 节能灯具的整灯、塑件以及灯具的生产和销售等 浙商证券 

833852.OC 清软创新 
电力系统智能优化决策软件及其相关咨询业务、新能源发电功率智

能预测云平台业务等 
西部证券 

833859.OC 国能新材 
玻璃钢、铁氟龙复合材料和压铸五金制品三大系 

列产品等 
广发证券 

833860.OC 力诚百货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等 国信证券 

833861.OC 麦可思 
为国内各类高等院校提供数据跟踪评价智能平台和基于数据的解决

方案等 
中信建投 

833892.OC 艺能传媒 
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节目制作和艺人经纪及相关服务业 

务等 
安信证券 

833905.OC 普瑞特 以不锈钢薄壁容器为核心的液态食品加工机械的生产与安装等 日信证券 

833928.OC 火谷网络 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和运营等 国泰君安 

833938.OC 天狐创意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品牌文化衍生品研发设计、产品实现与销售推 

 

广的文化创意企业。等 

兴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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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940.OC 蜀塔实业 
布电线、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绝缘电缆,以及铝合金系列 

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长江证券 

833944.OC 现代环科 
主要从事固体废物、污水等垃圾的处理处臵服务, 包括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处臵等 
方正证券 

833958.OC 顶固家居 木质家具制作等 东海证券 

833968.OC 资源环保 水环境综合整治业务等 兴业证券 

833992.OC 普菲特 IT 咨询服务等 华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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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1933.36  5261.70  做市 资本市场 

2 831009.OC 合锐赛尔 12.13 3367.36 320.9 做市 电气设备 

3 831850.OC 分豆教育 32.44 2811.57  82.90  做市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Ⅲ 

4 832800.OC 赛特斯 24.44 2199.6 90.00  协议 信息技术服务 

5 833260.OC 万辰生物 20 1800 90 协议 食品 

6 831988.OC 乐普四方 3.3 1682.1251 509.73  协议 专业服务 

7 833437.OC 亿邦制药 6.73 1514.25 225 协议 制药 

8 833499.OC 中国康富 1.25  1412.59  843.40  协议 多元金融服务 

9 430558.OC 均信担保 2.13 1052.221 463.20  协议 多元金融服务 

10 830881.OC 圣泉集团 8.14  925.88  113.60  做市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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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023.OC 北展股份 11.85  26.74% 商业服务与用品 

2 430762.OC 荣昌育种 5.00  12.36% 食品 

3 430512.OC 芯朋微 13.52  9.47%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4 831860.OC 驰翔精密 3.35  9.12% 机械 

5 430041.OC 中机非晶 4.24  6.53% 电气设备 

6 831375.OC 三强股份 3.40  5.92% 机械 

7 832209.OC 新比克斯 3.52  5.71% 
贸易公司与工业品经销

商Ⅲ 

8 832357.OC 益通股份 8.56  5.68% 燃气Ⅲ 

9 831075.OC 宏海科技 7.47  4.77% 金属、非金属与采矿 

10 832162.OC 超思维 3.45  4.55%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数据 

 

表 6：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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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50.OC    

华明泰 

郭向荣、杨剑、

郭晓霞、战伟质 
兴业银行中山分行 2100 

2015-10-16/2016-10

-15 
贷款 

833021.OC    

高深橡胶 

云南高深橡胶

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海融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3200 

2015-10-15/2016-10

-21 
担保 

830913.OC     

中北通磁 

孙宝玉、沈阳中

北昊通投资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沈阳分行 1000 
2015-10-19/2016-10

-19 

申请银行授

信 

430359.OC     

同济医药   
朱利军 

武汉同济现代投资管

理中心 
300 

2015-10-9/2016-9-3

0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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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丰小贷（833233） 

募资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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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发行对象为严金明等部分老股东以及符合规定的外部投资者 。 

永信科技（831122） 

募资 60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6000 万元，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投资者。 

春茂股份（430463） 

募资 1.672 亿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1.672 亿元。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投资者。 

约克动漫 （830936） 

募资 4135.59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780.3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4135.59 万元，发行对象为长江证券、信达证券、开源证券、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

公司或其关联方、河南华夏海纳源禾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 28 名投资者。 

未名信息 （832664） 

募资 3000 万元 

本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 3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投资者。 

浩瀚深度 （833175） 

募资 10858.88 万元 

本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 1786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0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10858.88 万元，发行对象为智诚广宜等 17 名投资者。 

多尔克司（833627） 

募资 50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5000 万元，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 

顺博合金（833081） 

募资 7425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35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7425 万元，由符合规定的外部投资者认购。 

西安同大（830951） 

募资 2.28 亿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85 万股，发行价格不高于 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8 亿元，由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认购. 

基康仪器 （830879） 

募资 1.246 亿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400 万股，发行价格不高于 8.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460 万元，由符合规定的投资者认购. 

杰通股份 （430684） 

募资 35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500 万股，发行价格不高于 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500 万元，由何超等 7 名投资者认购. 

 

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深圳行健（430467） 

1000 万元设立智能装备制造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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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鲲鹏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公司投资成立智能装备制造的全资子公司，充分利用公司目前在海洋工程领域、核电领

域以及石油天然气管线领域的既有技术和市场优势，抓住关键设备国产化的国家发展机

遇，在目标行业逐步替代国外产品和技术，创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更先进的智

装备设计和制造平台，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研发、整合能力，未来带来新的业务和利

润增长点。  

浩亚股份（832101） 

1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为了

完善公司的产业链，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的经营将扩展至资产管理领域，全资子公司

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本次投资是为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完善公司

产业链，提升公司综合实力。本次对外投资属公司战略规划，对于提高公司竞争力，提

升公司综合实力有积极的作用。 

思坦仪器（832801） 

3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将原有环保业务以及煤层气业务划分到新设公司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西安思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具体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3000 万元，本次投资为公司的资源整合，突出公司主营业务，公司设立后，西安

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将原有环保业务以及煤层气业务划分 

到新设公司。 

熊猫乳业 （832559）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熊猫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拟），

公司主要是集团公司为了解决现有产能不足的情况设立的新厂，该项目将给公司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有利于公司业务拓展和业绩提升。  

银信农贷（832944） 

计划三年内向中国（南京）软件谷管委会科技创业企业授信人民币 1 亿元 

公司与中国（南京）软件谷管委会签订了《中国（南京）软件谷管委会与南京市雨花台

区银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合同内容

为公司计划三年内向中国（南京）软件谷管委会科技创业企业授信人民币壹亿元，中国

（南京）软件谷管委会将对公司进行贴息补偿。上述合同的履行将为公司 2015、2016 及 

2017 年度的营业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方富资本（833962） 

与北大经院签署《技术服务合同》 

201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签署《技术服务合同》，方富资本委托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进行股权投资行业的指数与评级研究，择机发布 PE 指数、进行 PE 机

构评级。  

蔚林股份 （831866） 

购买蔚林大内全部业务、资产和负债，价值 71381736.64 元 

蔚林股份购买蔚林大内全部业务、资产和负债，评估价值为 71381736.64 元，本次收购事

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将优化公司的资源结构，对本公司

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杰通股份（430684） 

何超增资收购公司股权，成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何超拟通过向杰通股份现金增资 2080 万元，同时自然人金辰、单世强、 

李国兴、叶富、苏卉和朱莹分别现金增资 657 万元、280 万元、280 万元、120 万元、80

万元和 3 万元的方式。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2080 万股，直接

可支配的公司股权比例合计为 52.00%，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成为杰通股份的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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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收购杰通股份的目的是利用公众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改善杰通股份的经营情

况，快速把杰通股份做大做强。 

首都在线（430071） 

9270 万元收购广东力通 100%股权 

公司拟向广东力通的全体股东，即宇联投资和合众投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广东力通 100%的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 9270 万元，为完成本次交易，公司拟向交

易对方支付现金 2070 万元，占全部对价的 22.33%，并向交易对方发行 778.3784 万股股

票以支付对价 7200 万元，占全部对价的 77.67%。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广东力

通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主营业务发生变

化。广东力通与首都在线均从事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业务，在主营业务上存在重合，通

过本次交易，有利于整合首都在线和广东力通在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业务的开发与推广

方面的业务资源，提高资产盈利能力和品牌影响力，提升首都在线市场竞争能力。 

和君商学（831930） 

停牌 

育星达（832686） 
复牌 

 

4.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成科技小企业“主场” 总市值 1.58 万亿 

【导语】新三板已形成了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截至 10 月 19 日，新三板挂

牌公司达到 3721 家，总股本为 1964 亿股，总市值为 1.58 万亿元，分别比 2014 年年末增

长了 134%、195%和 237%。 

“企业融资成本高最重要的原因是直接融资比例比较低，我们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破解融资难的问题，加大金融

和投资机构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科技部副部长李萌 10 月 20 日在“资本有约—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优秀企业融资路演”活动现场表示。 

在同一场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总经理谢庚表示，下一步要推进新三板市

场的分层，目前正在研究方案。 

李萌介绍，近年来，科技部积极与“一行三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合作推动

科技与金融合作，加快科技与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选择了一批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科技

与金融结合的改革试点。同时，实施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国家科技成

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创新创业的领域。同时，推动多层次资本市

场，加快发展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全国股转系统(俗称新三板)等构成的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 

在同一场合，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介绍，目前，中小板和创业板已经汇聚了 1200 多家公

司，汇聚了一批具有核心技术、高成长性的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了 80%，

400 多家企业拥有国家火炬计划的项目。 

“中小板、创业板已经成为支持自主创新的重要平台。”宋丽萍说。她同时表示，新形势

下，深交所将不断加强对于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让创新真正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

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各种手段，进一步

发挥资本市场的动员能力和创新能力，努力构建一个要素齐全、平台多样、衔接顺畅的

创新创业知识体系。 

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三板的发展同样备受各方关注。当前，新

三板已经形成了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有效改善了创新创业环境。谢庚用一

组数字进行了说明。他介绍，截至 10 月 19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达到 3721 家，总股本为

1964 亿股，总市值为 1.58 万亿元，分别比 2014 年年末增长了 134%、195%和 237%。挂

牌公司覆盖了 82 个行业门类，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在 7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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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企业的成长性也比较好。”谢庚表示。对此，他同样用一组数字加以说明：今年披

露中报的 3400 多家公司，平均净利润增幅为 79.63%，扣除非经营性损失和对外投资、政

府补贴等，平均净利润增幅在 40%以上。 

谢庚透露，“目前正在研究市场分层的方案，当方案推出以后，不仅可以实现风险的分层

管理和差异化监管，同时也可以推进差异化的服务，降低投资人的信息收集成本。”  

 

新三板交投回暖 将在 2016 年至 2017 年迎来大考 

【导语】近日新三板市场交投小幅回升，成交额再度返回 5 亿元关口上方，具体成交金

额为 5.3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股合计成交 3.03 亿元，协议转让股合计成交 2.34 亿元。 

新三板交投小幅回暖成交额再度返回 5 亿关口 

本周一新三板市场交投小幅回升，成交额再度返回 5 亿元关口上方，具体成交金额为 5.3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股合计成交 3.03 亿元，协议转让股合计成交 2.34 亿元。 

指数表现方面，昨日三板成指上涨 0.30%至 1388.08 点。三板做市指数昨日以 1345.42 点

开盘后红绿窄幅震荡，午盘指数突然出现一波猛烈拉升后快速回落，随后更是逐步走低，

直至尾盘才强势回升翻红，最终收报 1346.73 点，上涨 0.10%。 

多渠道资金流入新三板监管需把握好力度 

  10 月底，不出意外，新三板分层制度有望推出。这是新三板制度建设向前迈进的重要

一步，但业界相信，这也不能迅速改变目前市场低迷的现状。有着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制

度另建色彩的新三板，从年初的疯狂又归于沉寂。 

  股转系统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 14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已达 3657 家，总股本

逼近 2000 亿股。其中，已与券商签约、正在改制、完成股改的拟挂牌企业共有 6000 家

左右，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基础性证券市场。 

新三板定增遭遇寒潮侵袭逾百家企业融资遇冷 

新三板企业定增公告的数量较此前两个季度有所下降，相反，企业定增延期认购和股票

终止发行的公告在增加。据不完全统计，7 月以来，122 家企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定增延期

认购，12 家终止股票发行。 

受政策不如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三季度起新三板定增开始遭遇寒潮，陆续出现延期乃

至无奈终止实施的现象，而此前完成定增者，跌破定增价者比比皆是，二级市场的低迷

终于波及到了定增市场，有投资机构认为，若四季度新三板制度创新仍无动作，则寒潮

可能更冷。 

股转系统强调：三类资管基金可投资拟挂牌企业 

 近日，全国股转系统（俗称新三板）发布解释称，依法设立、规范运作，且已经在中国

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并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

司资产管理计划、契约型私募基金，可以投资拟挂牌新三板的公司，且所投公司在挂牌

审查时可不进行股份还原，但须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新三板成最佳造富舞台屌丝大腕创业集中地 

刚刚走出影院、还在笑料中回味的你可能不知道《夏洛特烦恼》也要进入资本市场了。

今年 9 月底，这部热映电影背后的出品公司在新三板挂出了公开转让说明书，若成功登

陆，将成为新三板话剧第一股。 

新三板挂牌无需还原真实股东制度优化新一步 

全国股转系统有限公司(下称“股转公司”，俗称新三板)日前在官网上统一答复私募基金

和资管计划等机构投资者，表示挂牌审查不需要还原至原始股东，股份可以登记为产品

名称。股转的声明有助于打消机构投资者投资拟挂牌企业的疑虑，此举也是在资本市场

制度优化上迈出的最新一步。 

股转公司表示，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契约型私募基金都

可以投资拟挂牌全国股转系统的公司股权。这些机构只要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并

接受证监会监管，“其所投资的拟挂牌公司股权在挂牌审查时可不进行股份还原，但须做

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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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优先股出新规提供安排协议转让 

继发布《优先股业务指引(试行)》之后，全国股转公司日前再度通过微信发布《优先股投

资者问答》。 

关于试点期间发行优先股的特别规定，全国股转公司表示，试点期间不允许发行在股息

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上具有不同优先顺序的优先股，但允许发行在其他条款上具有不同

设臵的优先股。也就是说，同一公司既可以发行强制分红的优先股，又可以发行不含强

制分红条款的优先股。 

上万家企业要挂牌新三板董秘培训班生意火爆 

据股转公司数据，截至 10 月 15 日，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达到 3676 家。《金证券》记者

简单测算发现，按照目前每月新增挂牌企业超过 200 家的速度，今年年底新三板挂牌企

业突破 4000 家不在话下。有券商预测，各家券商签约的“准新三板”公司数量在四到六

千家左右，到明年年底，新三板企业数量将达到 10000 家。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

新三板董秘需求扩大，相关董秘职业技能培训班也跟着火爆起来。 

股票发行方案 

康捷医疗拟募资 1314 万元 

报告显示，公司认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46 元。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900 万股（含

900 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14 万元（含 1,314 万元）。 

股票发行对象为 4 位自然人与 1 家机构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高端裂隙灯显微镜

及五官科产品的研发。 

公司属于医疗器械行业的生产商，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五官科诊查设备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信诺达募资 2000 万元 

报告显示，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成功发行 11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2000

万元。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3601 元。本次股票发行新增 3 家机构公司，

新增股东 3 人，本次股票发行旨在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拓展公司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盈利模式是拓展基于产品

销售的相关集成电路测试服务、程序开发、电路板测试维修等服务类业务。 

飞尼课斯募资 568 万元 

报告显示，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成功发行 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568

万元。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42 元。 

本次股票发行除 3 名在册股东外，还包括 1 名符合要求的新增自然人投资者，本次股票

发行目的为增资扩股，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并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流动资金支持。 

公司处于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业细分行业，属于抑爆材料行业的生产及服务提供企业，

公司通过销售渠道与直销开拓业务，收入来源是产品销售、服务收费。 

科瑞普光拟募资 3835 万元 

报告显示，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 3,835.00 万股（含 3,83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股，融资总额不超过 3,835.00 万元（含 3,835.00 万元）。本次发行对象是符合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办法的投资者，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补足业务开展需要的流动资金。 

公司一直专注于 LED 节能照明产品在各行业中的应用，采取差异化策略满足 LED 节能

照明产品在各应用领域的市场需求，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具备先进技术的优质 LED 产品。 

博阅科技募资 875 万元 

报告显示，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票 25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5 万元，公司股

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5 元。发行对象是 16 位自然人和 2 家机构公司，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 

公司的商业模式为数字阅读终端+内容+增值服务，现在主要产品为电子书和电子书包，

正在增加中小学、幼儿课外多媒体阅读、学习内容订阅与下载服务。目前已在京东、淘

宝、国美、苏宁易购等主要电子商务平台开始实现销售。同时，加大对于 K12 教育的投

资力度，使得电子书内容成为公司新的盈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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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根科技定增 1240 万扩大经营规模 

重庆奥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向两名在册股东和六名外部投资者发行 248 万股股票，

每股 5 元，累计募集资金达 1240 万元。 

公司定增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 10 余款高清一体机镜头进入量产扩大产能、拓展市场及新

产品研发等，并借此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健康发

展。 

并购分立 

逸舒制药横向收购德鑫制药收购规模为 2700 万元 

广东逸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大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市江桉贸易有限公司，

联嘉（香港）有限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公司购买珠海大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德鑫

制药 46.123%股权和广州市江桉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德鑫制药 28.500%股权；香港逸舒购

买联嘉（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德鑫制药 25.377%股权。据悉，整个收购规模为 2700 万

元。 

逸舒制药此次收购有助于企业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公

司业务能力的发展、盈利能力的提高和经营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规划。 

英伦信息投资新公司出资 50 万元 

公司拟出资购买黄家新所持有的广西百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5%的股权。百骏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0 万元，公司拟以 0 元的价格向黄家新购买其所持有

的百骏公司 25%股权。 

根据百骏公司各股东协商及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后，各股东就尚未出资

到位的注册资本，应在 2016 年 09 月 29 日前出资完毕，英伦信息的出资额为 50 万元。本

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华韩整形收购四川整形医院七成股份收购价 1962.1 万元 

公司以 1962.1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标的股权，本次收购后华韩整形将持有四川悦好医学

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协议签署日，四川悦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尚有不超过 1000 万元的银行借款。该

公司是集整形美容医院投资和资产管理为一体的投资管理股份制企业。 

科瑞普光设立子公司出资 3468 万元 

公司拟与南昌市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南昌科瑞普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800 万元，其中该公司出资 346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南昌市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333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据悉，该公司是专注于 LED 照明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主拥有 LED 封装生产线，应用产品主要包括了景观照明、

装饰照明、商业照明、道路照明、工业照明等五大类。 

其它 

3 项专利获认证海能仪器维护知识产权 

10 月 19 日，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 3 项发明专利证书，

分别为：石墨消解仪及其控制方法，微波消解仪及其控制方法以及食用油极性有害组分

传感器。 

据悉，以上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

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竞争能

力。 

威科姆与郑州教育局签订设备合同交易额 2099 万元 

公司宣布，2015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参与“郑州市区属学校班班通设备升级项目”投标并已

中标，项目标的 2098.57 万元。2015 年 7 月 6 日-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与郑州市区各

教育体育局及学校完成了项目合同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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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成立于 1999 年 9 月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目前已成为中国领先的专业宽带网络多媒

体系统提供商、系列终端设备供应商、内容集成商和业务运营商。 

法福来为关联公司两千万贷款提供担保 

公告显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行拟向宁夏和兴冶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2,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一年），公司拟为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而宁夏和兴冶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顾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顾平系弟兄关系，因此，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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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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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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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