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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0.05%，收报 1373.72 点；新三板做

市指数下跌 0.26%，收报 1326.84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16 家，协

议转让公司增加 12 家，做市转让增加 4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

单日 5.6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3.21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2.46 亿元；

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6276.75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5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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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2915 3819 

当日新增家数 4 12 16 

总股本（亿股） 667.61 1383.79 2051.40 

流通股本（亿股） 316.39 431.67 748.06 

成交股票只数 475 152 627 

成交金额（万元） 32186.10 24547.79 56733.89 

成交数量（万股） 6276.75 4548.97 10825.72 

成交笔数 6904 703 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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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湖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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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凯实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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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 金田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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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起

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 。变更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德安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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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盈谷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北京盈谷信晔投资有限公司、龙曦、薛海峰共同

出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盈谷信息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局出具的名称预核准为准），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 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00%，北京盈谷信晔投资有限公司拟认缴 55 万，占注册资本的 11%；龙曦拟认缴 185 

万，占注册资本的 37%；薛海峰拟认缴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本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本次对

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2）未来宽带：公司发布收购资产公告。公司以 9,6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北京京信万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信万通”）100%的股权（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实缴出资 1,000 万元）。京信万通是国内

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和CDN 服务提供商，向客户提供互联网宽带接入和网络优化服务，在全国

二十多个省份拥有带宽资源和 CDN 节点，具有工信部跨地区ISP经营资格、ICP等资质。本次收购完成

后，京信万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康莱宝：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司与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尚(中国)”）

签订了《非食品购销合同》。公司”运动神”系列产品将以专柜形式进入“欧尚(中国)各门店销售。 

 

1.3 协议公司公告 

（1）菁英时代：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菁英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注册地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 

（2）金丹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金丹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河

南省郸城县金丹大道 08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00,000.00 元。 

（3）乐卓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对北京中启娱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北京中

启娱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娱游”）成立于 2015 年7 月 24 日，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

区三间房乡西柳村中街（三间房动漫集中办公室 6007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公司

本次投资人民币 3,000,000.00 元，其中注册资本 125,000.00 元，占北京中启娱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后注册资本的 20.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4）开元物业：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司与丰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帝斯曼国际中心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本合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物业开始交付日起满 1 年止，合同预计总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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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7,851.98 元。 

（5）易建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尚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 69 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联检大楼 701-4 层（以工商具体核

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0 元。 

（6）掌上纵横：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于北京世纪鲲鹏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天津纵横鲲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政府南路208号，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其中公司出资 8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80%，北京世纪鲲鹏国际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出资 2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2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7）嘉利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嘉利（清远）工业有限公司（具

体以工商行政登记机构核准为准），注册地为广东省清远市（具体待定，具体以工商行政登记机构核准

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 元。 

（8）和创化学：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和创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 80,000,000.00 元，即上海和创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人民币 74,000,000.00 元 ，其

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0,000,000.00 元，增资后占注册资本的 70%；陈盛乾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5%；高兴华认缴出资人民币4,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9）格林绿化：公司发布项目中标公告。公司中标重庆市江津区几江防洪堤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发布江

津区滨江公园鼎山至支坪段招标项目。中标项目8,536.69万元。 

（10）奥飞数据：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奥飞数据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

国香港，注册资本为港币 1,000,000.00 元。 

（11）希德电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希德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10 号航利中心 2-2 单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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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谊创星 15 3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关于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的 8 名新增

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王颖，王飒，张文

扬，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软银麟毅创新创业投资管理 合伙

企业 ，上海恒豫投资管理中心，都兴梅，黄杏和周小元。

（定向） 

华龙巨水 5 18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的在册股东；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外部个人投

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非定向） 

天地壹号 25 62500 

发行对象须为认同天地壹号企业价值及经营理念的投资

者；应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

行）》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

织及监管机构认定的相关金融产品，不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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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班教育 28.27 6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

杭州海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定向） 

嘉利股份 5 5000 

本次发行将采取竞价询价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

以及不超过35名核心员工和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的新增投资者。（非定向） 

盈谷股份 9-10 
22500-250

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挂牌公司在册股东，非公司在册

股东中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符

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

及其他经济组织。 公司大股东北京盈谷信晔投资有限公

司现金认购本次拟发行 200 万股。（定向） 

华宏医药 5.18 1036 
发行对象为上海宝聚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招财 

新三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定向） 

天众合金 7 1652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

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共3名为沈阳市金板

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锐，朱东方。（定

向） 

西恩科技 6.5 3250 

本次发行对象的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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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非股

东的其他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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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8 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浩蓝环保（833951）、民太安（833984）、

通海绒业（833930），分别为 3.81 亿元、3.54 亿元、3.03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阿尔创（833900）、

民太安（833984）和山美股份（833773），分别为 2552.42 万元、1367.34 万元、10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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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984.OC 民太安 35,465.1059 1,367.3473 金融业 

833890.OC 华富食品 5,471.9958 436.5541 制造业 

833908.OC 比科斯 23,530.9498 1,020.4912 制造业 

833886.OC 万达业 1,648.4790 36.8583 制造业 

833900.OC 阿尔创 14,705.1239 2,552.421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882.OC 汉印股份 997.9040 -500.3790 制造业 

833980.OC 博伊特 2,198.8121 505.9375 制造业 

833983.OC 一品鲜蔬 3,140.6510 73.8078 批发和零售业 

833836.OC 盛祥电子 8,912.3864 155.6091 制造业 

833930.OC 通海绒业 30,383.9993 397.3132 制造业 

833963.OC 安澳智能 799.1618 -70.7532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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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源于数据 5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方正新三板资讯日报 
 

833960.OC 华发教育 3,750.3960 353.530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765.OC 爱扑网络 1,172.8751 109.592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923.OC 华辰净化 4,271.0108 422.3411 制造业 

833952.OC 宝优际 4,127.0232 27.3776 制造业 

833951.OC 浩蓝环保 38,128.6081 521.522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833773.OC 山美股份 23,128.7370 1,079.1882 制造业 

833922.OC 丰源智控 1,069.1950 -73.1930 制造业 

833984.OC 民太安 35,465.1059 1,367.3473 金融业 

833890.OC 华富食品 5,471.9958 436.5541 制造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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