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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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1.25%，收报 1468.17 点；新三板做市

指数上涨 0.55%，收报 1430.05 点。当日，新三板全市场新增 30 家，协议

转让公司增加 23 家，做市转让增加 7 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

日 14.68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7.41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7.26 亿元；

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12571.21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175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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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3997 5104 

当日新增家数 7 23 30 

总股本（亿股） 818.04 2128.41 2946.45 

流通股本（亿股） 396.61 622.30 1018.91 

成交股票只数 682 254 936 

成交金额（万元） 74126.53 72626.91 146753.44 

成交数量（万股） 12571.21 17533.40 30104.61 

成交笔数 16127 1500 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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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 协议转做市公告 

（1）德生防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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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公司和方正证券有限公司。 

（2）利树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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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有限公司、国海证券有限公司、中投证券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公司和东北证券有限公司。

（3）捷阳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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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4）正和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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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信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有限公司、东方证券有限公司和中山证券有限公司。 

（5）生物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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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日起

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有限公司、九州

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公司和东兴证券有限公司。 

（6）必控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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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公司、中投证券有限公司和天风证券有限公司。 

（7）掌上明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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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公司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巨鹏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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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公司、联讯证券有限公司和万联证券有限公司。 

（9）合成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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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瑞德设计：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2015 年 12 月 28 日，杭州瑞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德设计”、“公司”或者“乙方”）与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太”或“甲

方”）签订了《2016 年方太系列厨电产品技术开发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情况如下：1、

合同金额：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2）蓝天园林：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杭州蓝天园林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蓝天园

林建设有限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阜阳蓝天园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阜阳市颍泉区颍州北路 8

号巨川国际广场 B111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000,000.00 元。 

（3）金日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佛山市西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到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即佛山市西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0.00 元，其中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8,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4）昆工科技：公司发布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近日，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不锈钢阴极板供货合同》（以下简称“山东恒邦”），

公司在合同生效后 7 个月内前向山东恒邦交货完成合同所涉及不锈钢阴极板产品，合同总金额为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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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5）飞新达：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制云科技有限公司（下述拟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信息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注册地为深

圳前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6）瑞恒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福建瑞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恒科技、公

司、本公司”）拟与刘永明共同对深圳市科比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比泰”）以现金方式增资

扩股，增资后科比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66,667.00 元。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 元，其中

1,000,000.00 元计入科比泰注册资本，剩余的 2,000,000.00 元计入科比泰资本公积。 

（7）瑞恒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福建瑞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恒科技”、

“公司”、“本公司”）拟与苏州新速度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苏州七彩部

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苏州市吴中东路 175 号 1601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0%。 

1.3 协议公司公告 

（1）北国传媒：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沈阳时代印象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辽宁北

国融媒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0%；沈阳时代印象传媒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申昊科技：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2015 年 12 月 28 日，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与许继电源有限公司签订《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采购合同》。现将该合同主要情况

公告如下：（一）合同标的物：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二）合同预计金额：人民币 13,080.89 万元。

合同实际金额以实际供货数量为准。 

（3）捷玛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蔡立新、袁涛、方洋丽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杭

州硕真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

民币 6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0.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4）霍普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重庆卢浮印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宋晓

宇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千万间（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2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5.00%；重庆

卢浮印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 元（知识产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30.00%；自然人

宋晓宇出资人民币 2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六行君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北京六行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到人民币 3,000,000.00 元，即北京六行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 元，

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6）储翰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欧普瑞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欧普瑞斯”）拟将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5,000,000.00 元，即成都欧普瑞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90,000.00 元，其中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不低于 1,500,000.00 元认缴新增出资不低于

1,5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7）霍普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上海数之巅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朱飞达共同

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璞居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5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1.00%；上海数之巅科技有

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200,000.00 元（知识产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4.00%；自然人朱飞达出资人民币

2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8）关键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深圳金澜汉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北京关键金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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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5.00%，深圳金澜汉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75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3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控股子公司的详细信息最终以工商注册信息为准。 

（9）畅想软件：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对杭州全顺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公司以现

金出资不超过 350 万元对该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占杭州全顺科技有限公司 35%的股权，具体投资

事宜待双方进一步协商后，订立正式合同方告落实，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此次股权投资

事宜。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0）中慧股份：公司发布签订重大合同公告。本公司与深圳市国电科技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购销

合同》，合同金额：人民币 2271 万元。 

（11）盖娅互娱：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自然人孟令锴、蒋雨潇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深圳顽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顽福”），注册地为深圳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

元。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00 元，其中 510,000 元作为注册资本，占注册资本的 51.00%，其余

29,490,000 元进入资本公积，用作深圳顽福的流动资金使用；孟令锴出资人民币 401,800 元，占注册资

本的 40.18%；蒋雨潇出资人民币 88,2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8.82%。孟令锴、蒋雨潇将全面负责深圳顽福

团队建设及主营业务的开展。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2）龙腾影视：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龙腾艺都（北京）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龙腾影视”）拟分别出资 1,000 万元在新疆霍尔果斯地区、浙江省宁波市设立全资子公司。 

（13）天喻软件：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武汉天喻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公司

经营稳定，财务状况稳健，有较充裕的资金及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好的回报。该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投资金额：投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年累

计金额在人民币 5000 万元以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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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锐同创 1.00 100 

本次定向发行旨在进行股权激励，发行对象为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共计 11 人，其中

董事 1 人，监事 1 人，高级管理人员 1 人及核心员工 8

人。（定向） 

中康国际 5.00 550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公司新增投资者深圳前海汤孚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汤孚”）、山东世元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元工程”）、青岛金

宇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恒”）、青岛瑞德

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源”）。（定向） 

科列技术 40 10000 

公司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发

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股转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投资者。（非定向） 

精雷电器 8.00 1500 

公司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发

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股转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投资者。（非定向） 

尚洋科技 1.48 2509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1）公司现有股东；（2）

公司新任高管；（3）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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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外部投资者。

（定向） 

华强文化 29 123540 
本次股票发行拟向不超过 14 名投资者定向发行，全部投

资者均以现金认购。（定向） 

海盈科技 5.04 2268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自然

人投资者赵泽伟。（定向） 

金雅豪 6.67 2001 

公司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发

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股转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投资者。（非定向） 

田歌股份 5.89 2945 

公司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发

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股转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投资者。（非定向） 

顶峰影业 31.00 5084 

公司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发

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股转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投资者。（非定向） 

华大股份 8.83 1083 

本次股票发行拟新增 2 家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的具有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司。（定

向） 

花嫁丽舍 15.48 244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分别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锐合

盈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定向） 

嘉尚传媒 1.30 58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下表列示的 7 位自然人。（定向） 

龙腾影视 14.8 1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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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发行对象除原股东外合计不超过 35 名，所有发行对象

均以现金方式认购。（非定向） 

利德浆料 6-7.5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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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发行对象除原股东外合计不超过 35 名，所有发行对象

均以现金方式认购。（非定向） 

江宸智能 2.5 878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3 人。（定向） 

光合文旅 9.00 1160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定向） 

经证投资 7.5 154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7 名机构投资者。（定向） 

超腾碳 3.4 547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0 名自然人。（定向） 

云朵网络 36.00 13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8 名股东。（定向） 

龙蛙农业 20.00 4000 
本次发行对象确定的投资者共三名，分别为华鑫证券鑫

三板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陈永生、邓小蓉。（定向） 

美康基因 3.80 115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34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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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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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22 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鸿禧能源、商络电子、联冠电极，分别为

15.26 亿元、7.51 亿元、2.2 亿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鸿禧能源、古莱特和商络电子，分别为 6447.84

万、3407.65 万元、26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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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183.OC 鸿禧能源 152649.02 6447.84 制造业 

835125.OC 商络电子 75112.98 2692.94 批发和零售业 

834533.OC 联冠电极 21992.68 1492.89 制造业 

834996.OC 众至诚 21369.50 1203.6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978.OC 光大科技 16932.63 1634.83 制造业 

835196.OC 开天股份 12960.34 449.58 制造业 

835211.OC 古莱特 9290.32 3407.65 制造业 

835114.OC 海世通 8273.35 -7.58 制造业 

834851.OC 威能电源 7655.65 -2039.13 制造业      

835277.OC 达森灯光 6929.38 729.18 制造业      

834886.OC 久正工学 4603.45 405.41 制造业      

835063.OC 旺翔传媒 4300.09 167.1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5203.OC 亚微软件 4295.96 1108.1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4975.OC 新锐科技 3539.61 357.17 制造业      

835348.OC 明朝万达 3383.61 220.9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5208.OC 维尼健康 3197.95 173.47 制造业      

835263.OC 威鑫农科 2532.54 66.41 制造业      

834610.OC 佳和小贷 2351.34 1520.28 金融业      

835447.OC 微卓科技 2304.86 507.0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35212.OC 多想互动 1955.53 149.5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35282.OC 梅珑体育 1133.88 85.2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35279.OC 沃得尔 446.38 -1012.18 制造业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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