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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方正宏观研究类模板 市场交易概况 

    10 月 21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0.75%，收报 1367.72 点；新三板做

市指数下跌 0.56%，收报 1338.08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21 家，协

议转让公司增加 19 家，做市转让增加 2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

单日 5.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3.51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2.19 亿元；

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7668.42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58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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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 2881 3772 

当日新增家数 2 19 21 

总股本（亿股） 647.97 1355.00 2002.97 

流通股本（亿股） 306.88 430.82 737.70 

成交股票只数 466 128 594 

成交金额（万元） 35086.93 21884.33 56971.26 

成交数量（万股） 7668.42 5813.38 13481.80 

成交笔数 6870 573 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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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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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2）朗悦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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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和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联洋新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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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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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蔚林股份；公司发布收购资产的公告。蔚林股份购买蔚林大内全部业务、资产和负债。本次交易

的定价依据为资产评估机构2015年7月18日出具的常普评报字【2015】第047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

的蔚林大内2015年6月30日的净资产金额，并考虑清算费用。 

（2）易维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对武汉先锋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投资后注册

资本增加到人民币4,750,000.00元，即武汉先锋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850,000.00 元，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2,850,000.00 元（现金出资1,712,000.00 元，实物资产出资1,138,000.00元），本次

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3）科能腾达：公司发布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近日收到陕西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招标方）学生宿舍及部分楼宇无线网络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NIC-JZCG-2015-07001）的中标通知书，现将公司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中标总价为：壹仟叁佰叁拾玖万

捌仟捌佰圆整（￥13,398,800.00 元），工期60日。合同目前已正式签署。 

（4）汉唐自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奇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名

称以工商行政登记机构核准为准），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具体地址待定，以工商行政登记机构核准

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00.00元。 

1.3 协议公司公告 

（1）熊猫乳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熊猫乳业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山东省济阳县济北工业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拟） 

（2）景格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陈昭仁等三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上海景骅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自由贸易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

币5,1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51.00% ，陈昭仁等三名自然人出资 490 万，占合资公司49%。本次

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3）浩亚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上海市青浦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出资方式、经营范围等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4）飞扬天下：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北京中诚厚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秀

珍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北京飞扬弘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三

环中路40号14号平房107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元。本公司出资2,555，000元，

占注册资本的51%。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深圳行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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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松白路百旺信工业园二区第五栋五楼,以上全资子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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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传视影视：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苏州传视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参

股原航美传媒集团（NASDAQ：AMCN）旗下电影发行公司——北京星河联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河联盟”）。星河联盟致力于电影宣传、电影发行、娱乐营销、海外发行等相关业务；注册地

为北京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政府路2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

元。 ① 公司计划向原股东方北京合众思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000,000元，获得星河联盟

20%股权。 ② 公司计划出资人民币3,000,000元对星河联盟进行增资。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7）银信农贷：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2015年 10月20日，南京市雨花台区银信农村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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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主要情况如下：1、合同金额：

人民币壹亿元。 2、合同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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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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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瀚环保 4 2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苏州兴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蔡

连生等8名自然人投资者（非定向） 

禾美农业 3.5 2100 
本次发行对象为广西融水湘桂装饰有限公司等5名机构

投资者以及杜飞龙等5名自然人投资者。（非定向） 

鸿丰小贷 2 5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浙江华昌纺织有限公司等6名机构

投资者以及严金明等5名自然人投资者。（定向） 

北方嘉科 7 1400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人

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非定

向） 

浩丰股份 3.2 2000 

发行对象为大成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星资本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方、谢利、深圳市浩同兴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万晟达股权投合伙资企业（有

限合伙）（定向） 

永信科技 6 6000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人

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非定

向） 

约克动漫 5.3 4135.59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次股票的发行对象确定为做市

商、机构投资者、现有股东和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

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总共28户（定向） 

未名信息 10 3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人适当管理规定的外部机

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定向） 

智洋电气 8 16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北京德丰杰龙升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和北京子沐领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定

向） 

浩瀚深度 6.08 10858.88 
本次发行对象为现有股东、外部投资者、核心员工等17

户。（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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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传播 1.12 336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员工等18户。（定向） 

顺博合金 5.5 7425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或经济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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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0 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嘉元科技（833790）、浦江股份（833821）、

上海未来（833697），分别为 3.02 亿元、1.79 亿元、0.82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滨江科贷（833945）、

上海未来（833697）和嘉元科技（833790），分别为 1596.53 万元、1468.86 万元、1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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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660.OC 腾瑞明 41,554,536.1900 -4,098,687.72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844.OC 智德安全 21,143,678.9400 2,520,219.97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3697.OC 上海未来 81,719,905.1000 14,688,577.23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833790.OC 嘉元科技 302,342,483.5400 10,152,639.0900 制造业 

833945.OC 滨江科贷 30,375,133.8900 15,965,338.5800 金融业 

833821.OC 浦江股份 178,767,366.0700 4,261,638.9200 制造业 

833779.OC 奥科斯特 17,558,509.2100 2,094,652.9200 制造业 

833849.OC 携宁科技 40,223,460.3700 4,519,057.74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828.OC 新视野 18,850,252.0000 3,983,451.31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899.OC 菁英时代 1,850,585.6600 1,300,547.1800 金融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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