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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0.49%，收报 1374.40 点；新三板做

市指数下跌 0.35%，收报 1333.43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10 家，协

议转让公司增加 5 家，做市转让增加 5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

单日 4.14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2.57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1.57 亿元；

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6115.99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1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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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2886 3782 

当日新增家数 5 5 10 

总股本（亿股） 652.69 1358.60 2011.29 

流通股本（亿股） 308.93 430.80 739.73 

成交股票只数 440 123 563 

成交金额（万元） 25694.07 15662.66 41356.73 

成交数量（万股） 6115.99 4174.08 10290.07 

成交笔数 5788 506 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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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合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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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 

（2）西部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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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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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三多堂：公司发布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0月26日起由协

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4）华宏医药：公司发布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0月26日起由

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海优新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江苏诚昱合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

股公司“常州合威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西太湖大道 9 号，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9,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5.00%，江苏诚昱

合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1,000，000.00 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

联交易。 

（2）海格物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 B2B International SDN BHD,广州久董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广东常青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广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6,8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4.00%，B2B International 

SDN BHD 出资人民币 6,500,000.00 元，占比 32.50%；广州久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

币 6,700,000.00 元，占比 33.5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3）麟龙股份：公司发布收购资产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

苗莹、潘明合计持有的上海盛尧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99%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980 万元。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3 协议公司公告 

（1）凯雪冷链：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郑州超雄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15,000,000.00元，即郑州超雄设备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出人

民币10,0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中康国际：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青岛中康国际医疗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与青岛鑫圆广告有限公司（简称乙方）签署了《青岛中康国际健康管理中心（平度)有限公司合资

经营协议书》，合同主要情况如下：项目注册资本 1,625 万元，甲方投资 975 万元，占总投资的 60%，

乙方现金投资 6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0%。 

（3）华南信息：公司发布项目中标公告。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重庆市公交智能化应

用示范工程招标项目(招标编号：G1500250339A)中标结果公告》，确定四川华南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为重庆市公交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项目的中标人。项目中标总金额2088.6万元。 

（4）瑞琦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牟伟、赵云、程旭伟、陈翔宇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

司成都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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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7.32%。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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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 

（5）掌上纵横：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与王吉涛于2015年10月21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

司收购王吉涛持有的纵横汇（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的股权，交易金额为5万元。本次交易标的王

吉涛所持的纵横汇（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的股权，认缴出资额为150万元，实缴5万元。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6）思考投资：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雷湘明等11人共同出资设立11家公司,公司与其中每

个人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公司。每家公司组成资本都为500万元，其中每家公司出资人民币 4,99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99.80%，注册地都为瑞安经济开发区天瑞路 88 号 5 楼。 

（7）江苏腾达：公司发布收购资产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 收购扬州市隆生机械配件厂名下的房产、

土地，其位置座落于扬州 市江都区真武镇沿河东路7号，交易价格人民币800.00万元。本次资产收购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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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碾磨 6 200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北京天星云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发行对象以现金进行认购。（定向） 

江仪股份 2.8 280 

本次股票发行采取向4名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的方式。本

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州证券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定向） 

金天铝业 2 6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

的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司及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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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不超过 3 名（非定向） 

五岳钻具 1 23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

自然人投资者易定宏，合伙企业投资者北京华泽恒持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华泽联同投资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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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20 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龙福环能（833766）、大众科技（833759）、

绿茵天地（833910），分别为 5.87 亿元、2.09 亿元、1.75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信中利（833858）、

绿茵天地（833910）和仰邦科技（833096），分别为 1.79 亿元、1919.35 万元、1,5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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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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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766.OC 龙福环能 58,767.3198 652.6205 制造业 

833917.OC 富燃科技 514.0996 132.271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3789.OC 贵之步 5,726.5393 255.8845 制造业 

833759.OC 大众科技 20,985.1314 347.9619 制造业 

833841.OC 夜光明 8,260.2120 366.8729 制造业 

833918.OC 融安特 1,595.3402 -127.301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941.OC 伊悦尼 2,015.1349 50.6642 制造业 

833955.OC 盈丰软件 2,087.7127 316.343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926.OC 安集协康 65.8343 -1,138.5779 制造业 

833986.OC 天源热能 3,703.0243 -1,390.58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833675.OC 环宇科技 9,023.6316 141.5316 制造业 

833901.OC 壮元海 4,712.2077 507.4799 农、林、牧、渔业 

833916.OC 壹鸣环境 5,054.8737 1,277.102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833858.OC 信中利 2,594.3396 17,925.5685 金融业 

833894.OC 卓影科技 955.5524 -232.176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869.OC 海普安全 2,861.6574 171.464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3096.OC 仰邦科技 5,640.8809 1,526.426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634.OC 辉达股份 657.8169 52.7765 制造业 

833855.OC 三楷深发 8,835.5552 201.1271 制造业 

833910.OC 绿茵天地 17,520.7089 1,919.3559 建筑业 

资料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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