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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2.14%，收报 1458.11 点；新三板做

市指数下跌 2.37%，收报 1459.09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27 家，协

议转让公司增加 25 家，做市转让增加 2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

单日 12.5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8.76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3.82 亿元；

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13886.07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71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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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 3367 4359 

当日新增家数 2 25 27 

总股本（亿股） 738.67 1705.16 2443.83 

流通股本（亿股） 355.34 529.42 884.76 

成交股票只数 579 178 757 

成交金额（万元） 87586.18 38154.30 125740.48 

成交数量（万股） 13886.07 7177.23 21063.30 

成交笔数 17342 1453 1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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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为同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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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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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辉文生物：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康访养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 

（2）赛格立诺: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每座美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哈尔滨市南岗区汉广街41号3层311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0元。 

（3）老来寿：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与文华、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北京仁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58号院2号楼23层2307室，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1,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51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1%，文华出资人民币

29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9%，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

的2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3 协议公司公告 

（1）优森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罗安、王联军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杭州优森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文一西路梦想小镇1号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0.00元。其中本

公司出资人民币1,5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5%。 

（2）盛景网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马鞍山盛景嘉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到人民币30,000,000.00元，即马鞍山盛景嘉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9,000,0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9,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3）智途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启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终以

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注册地为广州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元。 

（4）增立钢构：公司发布合同中标公告。2015年11月26日，国家电网发布的招标活动中，公司为输电线

路材料铁塔及构支架新增批次集中招标项目包38的中标人，中标价约为1160.14万元人民币,约占本公司

201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2.75%。 

（5）卓越鸿昌：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泉州有为环保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福建省南安市雪峰华侨经济开发区卓越鸿昌公司办公二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元。 

（6）银信农贷：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银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路 128 号小高层4 楼（以上信息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5,000,000.00 元。 

（7）圣锋物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越南圣锋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最终以

当地政府核定名称为准），注册地为越南平阳省土龙木市和富坊新加坡工业园II 第一街T5，注册资本为

美元300,000.00元。 

（8）威丝曼：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公告。近日，公司已分别与ITX TRADING S.A.、爱特思亚太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美元401,888元和人民币190,994元。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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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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司通 8-12 3000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拟做市商以及其他不超过 35 

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非定

向） 

恒源食品 4.2 4200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范围为在册股东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

织，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邦鑫勘测 18 36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的在册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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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定向） 

盛景网联 55.2 2.29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范围为马鞍山融慧鼎嘉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马鞍山融慧鼎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马鞍山融慧鼎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定

向） 

派诺生物 3 12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上海灵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马米。

（定向） 

华洋科技 2.93 998.86 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为蓝樱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安

信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定向） 

科雷特 2.08 624 本次股票发行为程建国、梁振东、杨敬华、深圳市科雷

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定向） 

网阔信息 4 20.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宫润龙等 33 名核心员工。（定向） 

天狐创意 5 2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名做市

商，两家合格机构投资者以及胡志伟、邹倩、蒋昌建。

（定向） 

佳奇科技 7-14 56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本次发行的主要对象为经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备案的具有做市商资格

的证券公司，以及其他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

资者。（非定向） 

蓝思种业 5.91 2700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科汇通（山东）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方成长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定向） 

东展科博 3 12600 本次股票拟发行对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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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福润 27 7233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2 个有限合伙企业，1 个信托

计划，4 个自然人。（定向） 

艾融软件 20-25 12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2015 年 12 月 8 日）

在册股东和不超过 35 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要求的新增合格投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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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定向） 

毅康股份 1.4 644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和《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相关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和其他经济组织，新增股东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博信资产 56.33 30000 公司拟向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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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具有做市资格的证券公司及合格投资者进

行股票定向增发，非现有股东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最终发行对象将

根据协商情况确定。（非定向） 

北国传媒 2.046698 3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 

康威通信 4.75 3562.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定向） 

优能橡塑 1 1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天津东疆地平线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胡新光。（定向） 

天立坤鑫 3 9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以及其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符合条件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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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27 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风尚购（834446.OC）、易通科技（834421.OC）、

斯尔克（834217.OC），分别为 14.81 亿元、3.91 亿元、2.92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风尚购

（834446.OC）、新媒诚品（834522.OC）和博拉网络（834484.OC）分别为 3765.57 万元、3034.58 万元、

21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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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522.OC 新媒诚品 7,619.6204 3,034.578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34529.OC 蓝色星球 719.5872 199.238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558.OC 口岸旅游 4,555.1720 -431.622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834531.OC 信友咨询 1,855.0070 221.305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516.OC 智恒医药 757.1366 55.390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4515.OC 蓝卡科技 9,057.2138 1,038.299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377.OC 德博科技 6,034.0105 1,515.2850 制造业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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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512.OC 传诚时装 12,104.7386 474.1941 制造业 

834556.OC 神州商龙 2,752.8879 -426.361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587.OC 鼎端装备 955.1282 203.0680 制造业 

834511.OC 凯歌电子 5,654.4835 639.8070 制造业 

834597.OC 颗豆互动 2,265.4888 668.177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510.OC 宇鑫货币 6,898.4891 -359.4920 金融业 

834285.OC 艾维普思 4,861.3058 450.5660 制造业 

834486.OC 德佑电气 7,136.7896 423.7321 制造业 

834246.OC 喀纳斯 8,955.6044 -1,625.51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4408.OC 盛源科技 17,095.5240 213.4442 制造业 

834484.OC 博拉网络 7,721.2327 2,157.874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276.OC 澳冠智能 543.9940 16.1557 制造业 

834003.OC 挖金客 6,102.3126 2,148.462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490.OC 聚标股份 1,091.0973 116.532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4217.OC 斯尔克 29,191.3224 -2,510.9071 制造业 

834421.OC 易通科技 39,118.0341 558.1212 制造业 

834468.OC 绿凯环保 756.6984 24.307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834451.OC 奔凯安全 18,984.4116 560.1374 制造业 

834446.OC 风尚购 148,141.3002 3,765.5709 批发和零售业 

834441.OC 大力神 757.5631 -2,261.9210 制造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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