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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升 3.92%，收报 1366.33 点；新三板做

市指上升 0.18%，收报 1325.18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22 家，协议

转让公司增加 20 家，做市转让增加 2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

日 9.53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3.36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6.17 亿元；成

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7600.56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146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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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2979 3896 

当日新增家数 2 20 22 

总股本（亿股） 678.01 1448.25 2126.26 

流通股本（亿股） 320.76 461.06 781.82 

成交股票只数 457 146 603 

成交金额（万元） 33573.17 61747.19 95320.36 

成交数量（万股） 7600.56 14683.60 22284.16 

成交笔数 7308 646 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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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 协议转做市公告 

（1）瓦力科技：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本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11月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伊帕尔汗：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本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11月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思创银联：公司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089,4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000000股,（其中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000000股，

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0.000000股，需要纳税）。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0,089,400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80,143,040股。 

（2）轩辕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广州市轩辕云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到人民币4,500,000.00元，即广州市轩辕云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元，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82,500.00元。 公司近期拟投资人民币135万元投资参股广州零号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其中5.2941万元注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3）新锐英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北京新锐英诚软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人民币6,980,000.00元，即北京新锐英诚软件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980,000.00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98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8.37%。 

（4）瑞聚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收购福州软件园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的福州软件园

五期E楼（F区3号楼），交易价格为10,263,960元。 

（5）艾融软件：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粱剑波、邹瑾毅、吴军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暂

定为上海瑾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暂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0元，其中本

公司出资人民币1,4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0.00% 

（6）环宇建工：公司参与了杭州大江东新城开发有限公司的河庄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项目I标公开

招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定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确定环宇集团为中标人。中标项目名称河庄街道

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项目I标，中标标价为65,268.1255万元。 

（7）伊禾农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上海旭胜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大生农

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伊禾旭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40,000,000.00元， 占注

册资本的40.00%。 

1.3 协议公司公告 

（1）京成科技：公司发布签署重大合同公告。我公司与国际著名的移动设备管理产品厂商加拿大SOTI

公司成功签署了SOTI产品代理协议。公司引入国际最先进的移动设备管理产品SOTI MobiControl，开拓

日益增长的移动设备应用市场，为广大客户提供国际一流产品。 

（2）诺文科技：公司发布签署重大合同公告。公司与西安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于近日签署了《西安万科

2015-2016年热量表集中采购协议》，本公司成为西安万科2015-2016年热量表集中采购供应商。 

（3）海迈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海口海迈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3,000,000.00元，即海口海迈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

民币1,275,000.00元，法人股东海口市房地产业协会认缴出资人民币612,500.00元，自然人股东黎放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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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民币612,500.00元。 

（4）赛文节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分公司的议案》。分公司名称为宁夏赛文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节能分公

司。 

（5）百川锁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百川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新乡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道北段，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6）报业延嘉：公司发布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83300元人民币现金（个人股东、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QFII实际每10股派0.974970元，对于QFII之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7）黄河软轴：公司发布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2.10元人民币现金（个人股东、投资基金适用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QFII

实际每10股派1.89元，对于QFII之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8）腾远食品：公司发布收购子公司股权公告。公司拟收购控股子公司上海顿海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顿海投资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人民币，公司以226,122.92元为转让价格受让吴延陵持有的顿海投资49%的股

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以后公司持有顿海投资100%的股权，顿海投资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美邦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司拟与聂凤翔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湖北科林博伦新

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湖北省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950,000.00元，其中本公司

出资人民币19,25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1.43%。  

（10）博玺电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司拟收购苏州舒适家具有限公司的厂房，位于江苏省太

仓市双凤镇的厂房（太房权证太仓字第0100195412号、太房权证太仓字第0100195416号、太房权证太仓

字第0100195417号）及土地使用权（太国用2014第520019240号），交易价格不高于2100万元。 

（11）尚洋信息：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公告。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签订了

《尚洋易捷医保通软件产品使用合同》。公司顺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逐渐向商业保险转移的国家发

展趋势，开始涉足新农合商业保险大病结算软件服务领域。北京尚洋易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咸阳

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咸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系统改造项目合同》。公司将在咸阳市与智慧

城市项目合作，为其居民健康卡提供读卡接口软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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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运达 1.5 208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程京良、汪丽、高博文、徐丁云、

张莉、周春明、刘明河、田秀金、田玉芹、张海云、朱

英华、李凤荣、贾月芝、石明军、刘瑞生、中创伯乐（北

京）投资有限公司。（定向） 

深科达 12.5 62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现有股东以及具备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资格的投资者。（非定向） 

景川诊断 6-7 1400 

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 条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要求的投 资者。（非定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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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翼微 3 361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员工共计9名。（定向） 

金易通 3 15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1 名

机构投资者：陆凯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定向） 

必然传媒 5 8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和左铧。（非定向） 

中仪股份 1.6 512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5名自然人投资者。（定向） 

优波科 5 639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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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名自然人。（定向） 

杰尔斯 6.8 204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6家拥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

公司；公司核心员工不超过16人。（定向） 

浩瀚股份 5 200 发行对象为南昌掘金投资有限公司。（定向） 

达特照明 9.2-10 11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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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将采取询价的方

式，发行对象不超过35 人。（定向） 

华之邦 11.50 92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东方证券、九州证券、开源证券。

（定向） 

天奇科技 1.2 295.2 发行对象包括在册股东4名，核心员工11名。（定向） 

正海合泰 4 168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 

科恩瑞通 3 36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

券有限公司和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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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5 家。其中制造业新增 7 家挂牌公司。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天融信（834032）、中泰环保（833769）、

立特营销（834036），分别为 7.37 亿元、1.42 亿元、1.18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天融信（834032）、

海诺尔（833896）和中泰环保（833769），分别为 18392.69 万、4038.09 万元、1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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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032.OC 天融信 73719.64 18392.6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3769.OC 中泰环保 14233.87 1021.89 制造业 

834036.OC 立特营销 11838.99 288.0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3896.OC 海诺尔 10327.84 4038.0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834058.OC 华洋赛车 9164.42 11.36 制造业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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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947.OC 同为电气 6113.81 953.35 制造业 

833724.OC 威尔弗 5517.62 427.47 制造业 

833950.OC 金凯达 5040.17 146.12 制造业 

834043.OC 杭科光电 4982.69 -10.48 制造业 

834010.OC 亚兴科技 1647.64 61.3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3981.OC 凯威检测 1255.70 92.6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3991.OC 趋势传媒 961.42 7.2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3906.OC 卡宝宝 599.64 267.1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005.OC 松湖股份 523.96 28.89 制造业 

833788.OC 品尚汇 - - 批发和零售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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