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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3月 1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0.24%，收报 1291.91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33%，收报 1209.59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15 家，协议转让增长 11 家，做市转让增加 4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7.55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3.06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4.49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

市转让成交 5525.37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7879.74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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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 4501 5841 

当日新增家数 4 11 15 

总股本（亿股） 1053.09 2338.42 3391.51 

流通股本（亿股） 517.98 679.62 1197.60 

成交股票只数 751 175 926 

成交金额（万元） 30594.65 44940.74 75535.39 

成交数量（万股） 5525.37 7879.74 13405.11 

成交笔数 11736 806 1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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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海天众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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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和西藏同信证券有限公司。 

（2）威丝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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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上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有

限公司、九州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和广州证券有限公司。 

（3）九如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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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东北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证

券有限公司。 

（4）天晴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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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

券有限公司。 

（5）龙福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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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

限公司和联讯证券有限公司。 

（6）八马茶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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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

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

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和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7）七丹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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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有

限公司和财通证券有限公司。 

（8）固瑞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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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

限公司和联讯证券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大汉三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即上海大汉三通无线通信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

币 40,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万容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汨罗万容电子废弃物处

理有限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汨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湖南省汨罗工业园同力南路，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元。 

 

1.3 协议公司公告 

（1）白虹软件：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公司董事叶存印、自然人陆伟康共同出资设立上海

白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

币 379.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5.84%；叶存印出资人民币 96.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36%；陆伟康出资

人民币 2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2）共同管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成都明派管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 20,000,000.00元，即成都明派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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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0,000.00元。其他股东合计认缴人民币 450,000.00元。 

（3）复睿电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子公司江西理工复睿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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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赣州理工复睿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86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4）凯迪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1000万元参与广州映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派宝机器人”）增资扩股，其中 82.35万元入注册资本，917.65万元入资本公积。增资扩股后，

派宝机器人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56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642.35 万元，本公司占派宝机器人股本的 12.82%。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国是经纬：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北京国是经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集光

通达在各自的区域、行业领域内都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为合理利用公司闲置资金，使双方公司在各自的

业务领域得到更好的发展，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拉萨国是经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国是经

纬”）拟对北京集光通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 

（6）晨泰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设立全资

子公司温州讯科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文昌路（子公司名称等具体内容以工商行

政部门核定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元。 

（7）晨泰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设立全资

子公司浙江华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子公司名称等具体内容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定为准），注册地为温州市

乐清市中山路北白象镇 6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8）英雄互娱：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根据公司商业计划，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天津鹰雄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 100 万元人民币计入天津鹰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1.49

亿元人民币计入天津鹰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津鹰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00万元。 

（9）经纬电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子公司郑州聚成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郑

州市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纬四路南、中兴路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000.00元。 

（10）白虹软件：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公司拟以总股本 15,9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共计转增 15,900,000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15,900,000股，转增

后总股本增至 31,800,000股，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11）时代凌宇：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公司拟以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转

增 7.6股（全部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不需要纳税）。 

（12）资源环保：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本公积为

20,995,570.74 元。公司以当前总股本 8,42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23 股，共

计转增 19,366,000股(每股面值为 1元)，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27,786,000股。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

19,366,000 元全部为股本溢价形成。 

（13）瑞翌新材：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本公司拟以上述股份登记完成后的总股本

30,68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全部以公司股票发行溢价所形成的

资本公积转增），共计转增 9,204,000 股，转增后本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9,884,000股。 

（14）芯能科技 ：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公司拟以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转

增 18股（全部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不需要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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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铭盛 25.2 12600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共 8 名，包括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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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拓农机 2.25 1172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 16名自然人。（定向） 

蓝天精化 2.3 334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腰旭光、唐彦校、刘军

明、节双增、贾新朝、腰增强、潘兰霞和特定合格投资者

崔朝英。（定向） 

大铭新材 2 600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 1名自然人，为核心员工。（定向） 

爱己爱牧 3 93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陈五常、马金旗、刘振。（定向） 

资源环保 71.26 3000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战略投

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公司将结合公司战略以及与公司未

来发展的契合程度协商确定投资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后与其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最终发行对

象中，非公司现有股东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家。（非定

向） 

南源电力 6.0-9.0 6300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战略投

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公司将结合公司战略以及与公司未

来发展的契合程度协商确定投资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后与其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最终发行对

象中，非公司现有股东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家。（非定

向） 

龙图信息 2.97 163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发行。本次新增投资者人数合计不超

过 33 人。其中，发行对象中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

人、公司监事 3人，核心员工 25人。（定向） 

安集协康 18.9 1542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定向发行对象为 1 名机构投资

者。（定向） 

联洋新材 13.6 7480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 8名机构。（定向） 

康美生物 5.26 213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4 名自

然人。（定向） 

黑果枸杞 1.4 2800 自然人吴军先生。（定向） 

晨泰科技 13.2-15 3409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战略投

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公司将结合公司战略以及与公司未

来发展的契合程度协商确定投资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后与其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最终发行对

象中，非公司现有股东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家。（非定

向） 



                                     
 

研究源于数据 5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方正证券新三板资讯 

 

奥飞数据 84.28 8428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战略投

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公司将结合公司战略以及与公司未

来发展的契合程度协商确定投资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后与其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最终发行对

象中，非公司现有股东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家。（非定

向） 

欧康医药 1.14 283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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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人。（定向） 

国舜股份 10 1000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战略投

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公司将结合公司战略以及与公司未

来发展的契合程度协商确定投资者，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后与其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最终发行对

象中，非公司现有股东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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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7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上扬股份、松赫股份、协成科技，分别为

18725.02万元、17401.48万元、16014.00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白鹿温泉、松赫股份、昆仑股

份，分别为 1123.04万、759.93万元、721.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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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65.OC 蓝网科技 3009.69  182.23  

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网科技)，是国内领

先的医疗信息化整体方案供应商，医疗信息化领域

集产品研发、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835807.OC 上扬股份 18725.02  564.75  
公司主营业务为超市货架、仓储货架、商场配套设

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35995.OC 松赫股份 17401.48  759.93  

公司主要从事危废处理综合利用领域，以回收废旧

铅酸蓄电池及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铅

废料等，通过熔炼还原处理成再生铅，再经过深加

工形成生产蓄电池所需要的各类合金铅。 

835991.OC 协成科技 16014.00  212.34  

公司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高、低压成套开

关设备及元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形成较完备

的产品体系。公司产品包括高压成套开关设备、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高压元件产品等。 

835990.OC 随锐科技 14884.45  532.61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基于企业互联网平台，为国内外

政企客户群/商业客户群提供高品质视频通信云产

品与服务。 

835976.OC 白鹿温泉 9666.85  1123.04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通过对景

区景点的开发，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 

835961.OC 名品世家 8415.60  180.31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基于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线

下加盟店以及线上平台， 为客户提供综合的酒类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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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酒类服务。 

835936.OC 天璇物流 5643.16  27.07  

公司是一家以三方物流、专线运输、城市配送为核

心业务，专业为各知名工贸企业提供集公路运输、

卸载、仓储、中转、配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物流服

务提供商。 

836167.OC 东文传媒 4946.70  255.92  
公司主营业务具体分为自有媒体资源营销服务与

广告代理服务两个部分。 

835745.OC 岱山电力 4820.24  684.82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向火力发电厂提供锅炉的柔性

密封解决方案，包括柔性密封方案的设计、施工和

后期维护，以实现防止锅炉大气污染物泄漏及减少

锅炉额外能耗的效果。 

836036.OC 昆仑股份 3844.74  721.02  

公司主营业务立足于会展业相关的软件及信息系

统服务领域，为展览会的组织者提供展会现场信息

技术服务、展会营销服务和配套软件及信息系统服

务。  

836033.OC 欧泉科技 3340.05  108.05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渔养殖增氧曝气设备研制、生

产与销售的企业，增氧机是一种通过电动机或柴油

机等动力源驱动工作部件，使空气中的“氧”迅速

转移到养殖水体中的设备。 

836005.OC 特锐艺术 2741.10  256.90  
公司是专业提供艺术品展览综合配套服务和艺术

品保管服务的运营商。  

835981.OC 环球优路 2059.55  137.27  

公司聚焦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以线下面授培训、

线上网络培训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创办北京市海淀

区优路培训学校和旗下拥有的“环球卓越”、“优路

教育”两大品牌，开展学历和职称提升考前辅导、

建筑领域执业资格考证辅导等培训为主营业务。 

835822.OC 丝路林牧 1782.86  587.91  

公司主营业务为奶牛集约化养殖、种畜繁育、优质

生鲜乳的生产与销售，是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 

836037.OC 红枫智控 663.18  245.87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应用于医院药房的数字化药房

系统和服务于医院运营管理和临床医疗的医疗信

息化软件。 

835817.OC 图为媒 363.64  -9.87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依托互联网版权交易平台(壹图

网)，通过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传播服务，连接

正版视觉素材的提供方和需求方，以实现有效的线

上互动、达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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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