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源于数据 1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main] 方正宏观研究类模板 市场交易概况 

    11 月 30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1.35%，收报 1438.45 点；新三板做

市指数下跌 1.02%，收报 1444.14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26 家，协

议转让公司增加 21 家，做市转让增加 5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

单日 16.35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6.01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3.52 亿元；

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8938.63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74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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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 3388 4385 

当日新增家数 5 21 26 

总股本（亿股） 741.33 1721.74 2463.07 

流通股本（亿股） 357.56 531.44 889.00 

成交股票只数 581 161 742 

成交金额（万元） 60062.33 35175.18 95237.51 

成交数量（万股） 8938.63 7408.42 16347.05 

成交笔数 13869 1181 1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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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纯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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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协

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之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圣博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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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协

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之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深圳行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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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协

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之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道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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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协议

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之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中源欧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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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协

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之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昆工恒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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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协

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之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三扬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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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协

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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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宏图物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四川省宏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华夏运通货

运有限公司拟收购泸州安达港口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泸州纳溪时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华夏运通以

2760万元受让安达港口持有的23%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华夏运通持有时雨小贷23%股权。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股份转让协议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  

（2）映翰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程刚、北京灵思贝睿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北京云控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为准），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园106号楼（具体

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3）东创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全资子公司微土地（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

江西微土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南昌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00.00元。 

（4）巨龙生物：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宏大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暂定，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0 元，注册资本全部由公司认

缴，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天合石油：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承弘嘉业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洋山港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 元。  

（6）普金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广州菁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

广州科服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广州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0元，其中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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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出资人民币2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 

1.3 协议公司公告 

（1）万琦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万琦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苏州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  

（2）文达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关莉莉，张艺珩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锁立

得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1号院2号楼2层202-117，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3,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90.91%，关莉莉出资人民币2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6.06%，张艺珩出资人民币1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3.03%。 

（3）钟舟电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鹰潭青山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8号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 

（4）一览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陈黄涛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州优雇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德胜大街一巷1号二楼（部位6262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7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0.00%，陈黄涛出资人民币3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30.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灵信视觉：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灵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上海市闸北区延长路149号94幢305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元。 

（6）影达传媒：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影达影视文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 

（7）森维园林：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森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1201房自编 A、B 单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 

（8）江扬环境：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公告。公司收到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签署

的《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图克工业园矿井水深度处理厂人工湖深度处理站 PC 承包项目合同

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4977万元。  

（9）大承医疗：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杭州大承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29,000,000.00元，即杭州大承医院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8,0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人民币28,000,000.00元。 

（10）腾实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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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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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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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000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22,500,000股。 

（11）新虹伟：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公告。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邀参加“安徽省公安

厅2015年度全省公安机关执法执勤装备定点采购”进行竞争性谈判，2015年10月20日收到中标通知书，

确定为中标公司，并于2015年11月与安徽省公安厅签定《安徽省公安机关执法执勤装备定点供应商采购

项目合同》，合同合计11000套移动警务终端，合同总金额为5361万元。 

（12）泰利模具：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到人民币20,000,000.00元，即青岛泰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8,900,000.00元，于西文认缴出资人民币1,100,000.00元。 

（13）中海纪元：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海智旅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人民币5,000,000.00元，即北京中海智旅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0.00元，其中公

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550,000.00 元，北京星辉海岳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认缴出资人民币2,450,000.00

元。 

（14）迈动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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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5,000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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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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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0股，需要纳税）。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945,000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19,618,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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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杯子 2.1 1050 

本次公司拟向包括南京爱克特水业有限公司、程友良、

龙云良在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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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合计发行对

象不超过 10 名。（非定向） 

光晟电器 11.8 1003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员工。（定向） 

康泰环保 15.00 3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要求的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长江绿海 10.00 2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不

超过 35 名。（非定向） 

运通四方 5-10 30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现有股东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等。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以外拟新增股东

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新生飞翔 1.82 150000 
本次定向增发计划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及符

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投资者。（定向） 

博雅英杰 10 2980 

现金认购的股票股份发行对象包括公司股东、公司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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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 

:大汉三通 10.5 2100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只针对具备做市资格的做市券商。（定

向） 

映翰通 9.5 1140 

本次发行对象为 股权登记日（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

司在册股东；非公司在册股东中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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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 

大承医疗 18-22 6600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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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的投资者。（定向） 

同智科技 1.5 12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北京丰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刘雪

青、王忠敏、杜建芳、李凤英等共计 22 名投资者。（定

向） 

泰然科技 4.5 7200 
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为公司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和不

超过 35 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非定向） 

派诺科技 16.66-19 15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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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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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拟引进不超过 35 名

投资者。（非定向） 

科宏生物 6 24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安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定向） 

高华股份 1.95-4 22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实 

行）》的投资者。和 2015 年 12 月 09 日登记在册的现有

股东。（非定向） 

金长城 2.8 2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沁心投资、张庭中、杨蘅。（定向） 

国农基业 1 1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歌德盈香股份有限公

司。（定向） 

嘉元科技 2.5 47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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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包括同时是公司股东的投资者；私募基金参与本次认购

时，应完成规定的备案登记手续）等不超过 35 名的投资

者。（非定向） 

意昂股份 4 232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2名机构投资者和10名自然人投资

者。（定向） 

中业科技 50 10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 

者，包括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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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规定的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大德捷盈 1 1200 

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木村树 2.01 1110.52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吴伟群、苑海军、戴仁德、

盛洪达、崔亚东，新增股东为刘一青、乐晓鸣、张金娣、

庞晓群、丁晓华、王剑光、李宏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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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21 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金田铜业（834178）、运通车联（834539）、

雷蒙德（834506），分别为 275.20 亿元、9.50 亿元、2.12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金田铜业（834178）、

力港网络（834385）和雷蒙德（834506）分别为 14,515.08 万元、7,672.70 万元、3,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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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178.OC 金田铜业 2,751,993.36 14,515.09 制造业 

834539.OC 运通车联 19,242.42 7,672.71 批发和零售业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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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506.OC 雷蒙德 21,202.09 3,199.74 制造业 

834385.OC 力港网络 18,007.65 2,665.1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176.OC 厚谊俊捷 3,806.84 1,710.5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834535.OC 远特科技 94,959.13 1,689.3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473.OC 傲冠股份 7,878.33 1,334.9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517.OC 瓜尔润 7,274.52 1,004.70 制造业 

834456.OC 德而美 14,758.20 418.28 批发和零售业 

834453.OC 顺炎新材 6,700.76 294.99 制造业 

834177.OC 华贸广通 7,274.52 1,004.7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4488.OC 贝特利 14,758.20 418.28 制造业 

834653.OC 汉宇钟表 6,700.76 294.99 批发和零售业 

834502.OC 富海银涛 1,916.20 271.64 金融业 

834485.OC 逸尚信息 2,329.80 106.2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544.OC 糖友股份 5,827.64 83.5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4501.OC 万杰智能 1,477.55 81.20 制造业 

834660.OC 戈瑞电子 925.78 65.66 制造业 

834524.OC 海金格 1,191.13 46.7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4527.OC 虎嗅科技 592.74 31.9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411.OC 星娱文化 7,808.29 6.2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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