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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3月 2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2.03%，收报 1265.63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上涨 0.57%，收报 1216.54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17 家，协议转让增长 14 家，做市转让增加 3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5.17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3.25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1.92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

市转让成交 5947.75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5521.42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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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4515 5858 

当日新增家数 3 14 17 

总股本（亿股） 1054.49 2350.66 3405.15 

流通股本（亿股） 518.78 683.38 1202.16 

成交股票只数 743 190 933 

成交金额（万元） 32489.49 19203.18 51692.67 

成交数量（万股） 5947.75 5521.42 11469.17 

成交笔数 10596 831 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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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摩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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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有限公司

和长江证券有限公司。 

（2）富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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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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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信证券有限公司。 

（3）厚谊俊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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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中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同福碗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微食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91号院 1号楼 302-10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000,000.00 元。 

（2）奇才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奇才智能电器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苏州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 

（3）巨正源 ：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东莞中电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设立参股公司东莞中电

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出资 3000万元，占 30%。 

 

1.3 协议公司公告 

（1）临风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山东裕邦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000.00 元增加到人民币 38,000,000.00 元，即山东裕邦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5,000,000.00元。原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00.00元出

资未缴纳，本次增资时一起认缴。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龙琨保险：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龙琨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暂定

名称，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注册地为上海市金山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3）国际物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山东赢联易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

公司威海港赢国际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威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元，其中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山东赢联易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90.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4）飞博共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飞博文创拟参与已参股公司厦门香蕉蛋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蕉蛋”）增资，本次增资后，香蕉蛋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00 元增加

到人民币 1,000,000 元，即香蕉蛋新增注册资本 700,000 元。本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5,000

元，本次增资后本公司累计认缴注册资本 150,000 元，占香蕉蛋注册资本的 15%；杨斌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525,000 元，累计认缴注册资本 750,000 元，占香蕉蛋注册资本的 75%；厦门爱爱特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0 元，累计认缴注册资本 100,000 元，占香蕉蛋注

册资本的 10.00%。本次增资均由原股东按原持股比例认缴，增资后股权比例未产生变化。本次对外投资

构成关联交易。 

（5）飞博共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飞博文创拟参与已参股公司厦门砖块网络文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砖块网络”）增资，本次增资后，砖块网络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00 元

增加到人民币1,204,800元，即砖块网络新增注册资本204,800元。本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7,200

元，本次增资后本公司累计认缴注册资本 156,600元，占砖块网络注册资本的 13.00%；陈忠武认缴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0元，累计认缴注册资本 950,000元，占砖块网络注册资本的 78.85%；余杨认缴新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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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人民币 0元，累计认缴注册资本 50,000元，占砖块网络注册资本的 4.15%；厦门爱爱特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24,100元，占砖块网络注册资本的 2.00%；爱特众创空间（厦

门）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8,100元，占砖块网络注册资本的 1.50%；贾伟艳认缴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元，占砖块网络注册资本的 0.50%，本次增资飞博文创按原持股比例认缴，增资

后股权比例未产生变化。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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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三川能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宋文广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宝川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 号 27 号楼西 1-21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5,500,000.00 元（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缴足 102,000.00 元，其余部分于

2046 年 02 月 26 日前缴足），占注册资本的 51.00%，宋文广出资 24,500,000.00 元（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缴足 98,000.00元，其余部分于 2046年 02月 26日前缴足），占注册资本的 49%。 

（8）优森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优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江西省共青城市共青城大道全国青年电子商务孵化园 3号楼 201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

元。 

（9）德毅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控股子公司甘肃珞珈地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定为准），注册地为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1号保利大厦 D座 11层（拟），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 

（10）德毅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控股子公司新疆德毅测绘科技有限公司（以工

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定为准），注册地为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20号 15-2-204（拟），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000万元）。 

（11）海唐公关：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海融宋元企业顾问有限公司（暂

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以下简称“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

路 22 号光华路 soho2 单元 1217（暂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00,000.00元。 

（12）九信资产：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九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西藏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九信”）拟与广州市鑫海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鑫海岸”）、自然人张晓琳、自然人张征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湖岸（嘉兴）投资有限公司（暂

定名）”，注册地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广益路 883 号联创大厦 2 号楼 5 层 575 室-181，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00,000,000.00 元，其中西藏九信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0%，自

然人张晓琳认缴出资人民币 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50%；鑫海岸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0,000元，

占注册资本的 15%；自然人张征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 

（13）亚成微：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亚润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510 万

元，与扬州天喜塑胶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子公司扬州中信达光电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江苏省扬州市杭集工

业园曙光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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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宏气体 25-3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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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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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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科智能 17 1105 本次发行拟向 1名发行对象发行股票。（定向） 

亚成微 3.6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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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快科技 25 1300 
公司本次拟向全时云发行股票不超过 520,000 股（含

520,000 股）。（定向） 

傲基电商 54-6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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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联科 1.32 502 
公司现有在册股东毛兆清、周时国、张发良、崔惠，

在册 4名股东均参与本次认购。（定向） 

国游网络 6.0 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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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炀资源 8.0-1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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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博共创 65 4672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主要包括 5名自然人投资者。（定

向） 

科瑞生物 1.2 2000 
本次股票发行主要面向新增投资者运海珊、朱铜生、

肖立、薛小平，共 4名自然人。（定向） 

天润康隆 1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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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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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胜科技 8 8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江苏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

苏华睿新三板 1 号基金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

公司核心员工。共 15名新增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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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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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康医疗、小奥互动、金龙股份，分别为

12763.47万元、11100.48万元、5632.48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小奥互动、朋万科技、好看传

媒，分别为 6080.57万、1139.42 万元、315.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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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942.OC 天康医疗 12763.47  -338.85  

公司专业从事一次性静脉留置针、安全自毁式注射

器、自毁式注射器、输液器、输血器等系列医疗耗

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36031.OC 小奥互动 11100.48  6080.57  

公司主要从事移动终端游戏的研发与运营工作。目

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移动终端单机游戏、移动终

端网络游戏等。 

836026.OC 金龙股份 5632.48  155.17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中的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高低压

开关柜及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组合式变电站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835959.OC 好看传媒 5599.22  315.31  

公司自 2012 年 9 月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高质

量的电视节目及互联网视频内容的创作及生产、发

行及运营，同时引进国外较为成熟的节目模式，并

开始介入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广告业务的代理发布

等业务。 

835864.OC 中晟环境 1763.49  97.37  

公司业务涉及废水处理,纯水处理,固体废气物处

理,环境咨询,设施运营及 BOT 建设等多方面领域。

工程业绩遍及纺织印染,医药化工,房地产开发,机

械电子,餐饮娱乐等诸多产业。 

836011.OC 朋万科技 1672.43  1139.42  

现已拥有自主研发的成熟的服务端引擎，性能在同

类游戏中卓越领先；公司还同时自主研发出高质量

的 2d客户端引擎和 3d客户端引擎，使得游戏在表

现力上更胜一筹，也使得公司在同行业中拥有核心

技术竞争优势。 

835946.OC 英虎网络 1374.43  1.76  

其主营业务为跨境电商营销服务，向中国的跨境电

商出口企业提供互联网广告服务，该服务是通过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跨 境 电 商 营 销 平 台

(www.newsale.cn，以下简称“云销系统”)实施和

展开的。 

836073.OC 时代正邦 1170.41  88.49  

主营业务为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提供风险和

合规管理领域的一体化 IT 解决方案，包括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软件销售、硬件销售。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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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762.OC 奕通信息 732.97  58.69  

公司研发的 WiFi 智能自动精准定位技术是目前国

内唯一经过大规模商用实地使用，验证的智能定位

系统，处于业界顶尖地位，特别是在大客流情况下

的定位精度、延时和解决楼层漂移方面有独到之

处。 

835899.OC 利泰健康 368.30  39.28  
广东利泰饮用水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兴的瓶装、桶装

饮用水生产和销售的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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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源于数据 7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方正证券新三板资讯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来自公开合规渠道，分析逻辑

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

响。研究报告对所涉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的评价是分析师本人通过财务分析预测、数量化方法、或行业比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但使用以上信息和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客户使用。本报告仅在

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

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

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

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

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本公司利用信息隔离制度控制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因此，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

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

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的董事、高级职员

或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

断。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

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方正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

引用、删节和修改。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强烈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20%以上的涨幅； 

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10%以上的涨幅； 

中性：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在-10%和10%之间波动； 

减持：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10%以上的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 

中性：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与沪深300指数持平； 

减持：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 

 北京 上海 深圳 长沙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4

号方正证券大厦8楼（100037）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36楼

（200120）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3

号兴业银行大厦201（418000）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00号

华侨国际大厦24楼（410015） 

网址： http://www.foundersc.com http://www.foundersc.com http://www.foundersc.com http://www.foundersc.com 

E-mail： yjzx@foundersc.com yjzx@foundersc.com yjzx@foundersc.com yjzx@founder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