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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3月 3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2.00%，收报 1290.98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25%，收报 1213.49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10家，协议转让增长 2家，做市转让增加 8家。成

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7.17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

交 3.03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4.14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市

转让成交 5697.42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3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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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 4517 5868 

当日新增家数 8 2 10 

总股本（亿股） 1060.30 2348.95 3409.25 

流通股本（亿股） 521.84 681.63 1203.47 

成交股票只数 743 187 930 

成交金额（万元） 30341.52 41414.62 71756.14 

成交数量（万股） 5697.42 4321.85 10019.27 

成交笔数 10248 877 11125 

资料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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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流金岁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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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天狐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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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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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佳一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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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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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4）鑫博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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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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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九州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5）广安车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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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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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星立方：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星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拟与自然人刘

勇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优势合训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

街 2 号 A 座 35 层 35J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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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0%。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 

（2）求实智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厦门联掌网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 32,310,000.00元，即厦门联掌网络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427,600.00 元，其中公司认

缴出资人民币 881,600.00元。厦门火炬龙商物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人民

币 546,000.00元。 

（3）巨网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鉴于沙漠之舟原股东郑学庆、郑哲尚未实际对该公司实缴出资，

且沙漠之舟目前处于新设立的阶段无资产及负债，公司分别以现金 0 元收购郑学庆持有的沙漠之舟 49%

股权及郑哲持有的沙漠之舟 2%股权。待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沙漠之舟 51%股权，郑哲持有沙漠之

舟 49%股权。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黄国粮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谷乐多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上海市浦东新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元。 

（5）龙创设计：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寅创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 35,000,000.00 元，即上海寅创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000.00 元，其中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5,0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3 协议公司公告 

（1）大象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广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宁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80,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80.00%，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

民币 20,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2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汉尧环保：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张彦海、刘世军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河北天雄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158 号滨江商务大厦 1-1-2322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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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53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1.00%，张彦海出资人民币

1,32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4%；刘世军出资人民币 1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本次对外

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3）斯福泰克：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北京斯福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 RealitySquaredGameCo.,Limited拟对 SuperMachineKing,Inc.进行投资，投资总额约为 3,000,000

美元，本次交易完成后，RealitySquaredGameCo.,Limited获得 SuperMachineKing,Inc.33.75%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4）德沃智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合肥鸿图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合肥鸿图新能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地为合肥市包

河区繁华大道与内蒙路交口庐江商会 21 楼 2111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

出资人民币 8,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80.00%，合肥鸿图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广申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顾斌荣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广境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 518号 23幢 502室-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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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斌荣出资人民

币 2,45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49.00%。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6）权天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深圳东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藏龙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洋浦全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强共

同出资设立共青城向日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为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

405-19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1,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44,000,000.00 元，占注册资

本的 14.62%，深圳东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0.33%，杨浦全天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0.33%，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出资人民币 239,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9.40%，北京藏龙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4.99%，王强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0.33%。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7）融航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孙昂、上海荣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上海融近昊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133,333.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2.6667%，上海荣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

资 1,491,667.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9.8333%；孙昂出资 375，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5%。本次对

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8）游酷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上海游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掌奇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增资 3,500,000元人民币，增资后本公司获得上海掌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67%的股权。上海掌

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 1,200,000元人民币。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9）婴儿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烟台瑞贺祥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山

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17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 

（10）晨光精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昆山晨中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暂

定，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注册地为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新镇路东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 

（11）天图投资：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在管基金北京天图兴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图兴北”）拟共同向武汉奇米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卷皮”）投资 2.4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及天图兴北分别出资 1.2亿元人民币，

对应卷皮新增注册资本均为 9.9905 万元，交易完成后二者出资比例分别均占卷皮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0781%。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2）广育德：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育德（武汉）超维视觉技术有限公

司，注册地为武汉市蔡甸区常福工业示范园区内常禄大街 2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2.今日公司定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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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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点天下 35.11 16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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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名新增投资者。新增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同方健康 2.50 2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投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

以现金方式认购。（非定向） 

铭龙股份 2.06 1998.2 
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在册股东朱建华，以现金方式认购。

（定向） 

博华科技 16 1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 名，为华图宏阳投资有限公司。

（定向） 

众引传播 8.00-30.00 30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契合度，并满

足《管理办法》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将

在股东大会批准后，以询价或协商的方式确定发行对象。

（非定向） 

中海阳 5.5 41250 

本次公司拟向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法

人及其他经济组织发行股票，合计发行对象不超过 35名

（不含现有股东）。发行对象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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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适当性细则（试行）》相关规定。（非定向） 

中科水生 9.68 3823.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

于《非上市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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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名，且皆为公司原股东。（定向） 

运维电力 15-20 6300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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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

向） 

赛浪股份 1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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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的投资者。

（非定向） 

汇购科技 18 16200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拟定为公司现有股东、拟做市商，以

及其他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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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投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

股票发行对象中，除公司现有股东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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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合计不得超过 35名。（非定向） 

三力制药 12.50-15.00 27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及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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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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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康医疗 15-20 1000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

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

织，其中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投资者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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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4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0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汉神机电、泛华体育、天津华宇，分别为

34409.40万元、13191.13万元、9066.22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汉神机电、天津华宇、咏声动

漫，分别为 1725.26万、625.08万元、527.71万元。 

图表 3：新增挂牌公司一览 

代码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主营业务 

835862.OC 汉神机电 34,409.40 1,725.26 

公司经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电梯零部件的生

产、加工及批兼零、代购代销；电梯维修专业领域

内开展“四技”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公司主要围绕电梯安全

机械部件提供产品，包括中高速电梯的吊架、对重

架、补偿绳装置，各种电梯型号的机器底座和全套

井道机器等部件。 

835896.OC 天津华宇 9,066.22 625.08 

公司具体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航空地

面服务(2)综合物流服务(3)跨境电商服务公司依

托自有的航空一级地面代理仓库，为各航空公司客

货机航班的货物提供货物收运、仓储、分拣、配载、

装卸等服务。 

835994.OC 咏声动漫 2,836.03 527.71 

公司一直专注于以儿童为核心的家庭娱乐内容的

研究和发展。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 3D 创制作平

台，为中国的家庭呈现了以“猪猪侠”为代表的一

系列优秀国产动漫形象，同时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家

庭娱乐体验环境，奠定了其在动漫文化娱乐行业内

不可动摇的地位和领先的优势。 

835861.OC 奥诺科技 6,932.73 368.13 

公司专业从事干燥技术、造粒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

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产品开发、设计、制造过程中，

公司根据物料特性和工艺要求为用户提供来料试

验、开发、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售后技术支

持的完整解决方案。 

836042.OC 泛华体育 13,191.13 360.96 

公司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的投资、建设、运

营，提供咨询、勘察、设计、施工、项目管理等全

过程服务。公司主要从事高尔夫球场规划设计和建

造；体育场、馆、池等体育工艺设计、体育场地(包

括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施工建造；

体育场、馆弱电系统设计、安装；园林景观设计、

施工；体育俱乐部经营管理。 

836080.OC 德洛电力 1,959.85 90.17 
公司主要致力于高低压电力控制柜的研究和生产；

电缆桥架的设计和生产；电力控制电气键、电工开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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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插座、室内配件箱以及智慧家具综合布线产品的

研发、设计和生产环节，同时，随着公司研发能力

的逐步增高，公司已逐步进入充电桩领域，研发形

成自主品牌的充电桩产品。 

836055.OC 炫坤科技 252.89 25.69 

公司主营业务为太阳能中央热水系统、太阳能采

暖、太阳能集热装置、空气净化设备、自动化控制

设备、新风换气机及节能产品的技术研发、设计、

销售、施工及服务。目前公司主营服务领域涉及公

共事业、医院、学校、养殖业、纺织印染、民用建

筑、采暖等多个领域。 

835867.OC 博睿健康 1,127.65 -57.87 

公司主要从事国内外医学培训、专业医学服务及提

供线上医学交流平台等业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公司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与国内外知名学术机

构及顶级医院中心开展系列学术活动并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集聚了大批核心资源。 

835952.OC 希尔电子 7,568.39 -189.33 

公司业从事半导体硅整流桥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是单相整流桥(从 4A 到 50A)和三相整流

桥(从 50A 到 250A)，单相整流桥广泛应用于电磁

炉、电视机、音响等家电市场，变频空调、电焊机、

变频器等行业。 

836186.OC 网博视界 2,306.04 -193.46 

致力于全媒体内容管理与运营的技术创新和支撑

服务，聚焦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

视音频处理领域的应用与媒体运营的融合创新。 

资料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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