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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推荐：银橙传媒（830999）和聚宝网络（831266） 

银橙传媒（830999）本周做市转让银橙传媒成交额排名第一。银橙传媒主

营业务为互联网广告的精准投放业务。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ADPush 精准营

销平台。 

聚宝网络（831266）本周做市转让的个股涨跌幅排名第二。聚宝网络主要

为客户提供 LCD 互动广告媒介服务,即主要通过 LCD 数字屏为客户提供广

告发布服务。 

 本周行业成交量 1,629.1 万股，排名居中 

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本周成交量为 1,629.1 万股，成交金额

为 19,095.6 万元。在全部东财一级 25 个行业分类中，成交量排名第 10，
成交金额排名第 6。文化传媒板块（新三板）本周跌幅为 1.02%，排名倒数

第 9，表现一般。 

东财文化传媒板块一级子行业中，互联网板块实现了 733.6 万股的成交量，

7872.13 万元的成交额排名第一；平面媒体板块则以 58.9 万股的成交量和

324.23 万元的成交额垫底。就涨跌幅方面，本周仅广告营销板块与动漫板

块分别上涨 8.41%和 2.59%，其他子行业均有所下跌。其中，互联网板块

跌幅近 1.5%。 

目前新三板估值情况和主板相比仍然处于洼地，各个子行业整体估值偏低，

除了平面媒体子行业估值水平已经高出主板水平。 

 本周新增挂牌公司 10 家，协议转做市公司 2 家 

本周文化传媒板块（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 10 家，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本周文化传媒板块（新三板）协议转做市的企业 2 家。 

 本周 4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14,810 万元 

本周共有 4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67,791.55 万元。四家公

司为众引传播、傲基电商、飞博共创以及国游网络。翼码科技未来拟发行

428 万股，募集资金约 7 千万元；礼多多未来拟发行 294 万股，募集资金约

2 千万元；上方传媒未来拟发行 60 万股，募集资金 720 万元；牛商股份未

来拟发行 250 万股，募集资金 5 千万元。 

本周共有美信检测、约克动漫、光影侠和众引传播 4 家公司公布业绩预告。

其中，众引传播预计净利润不低于 1,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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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市场表现-本周成交量 1,629.1
万股，排名居中 

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本周成交量为 1,629.1 万股，成交金额为

19,095.6 万元。在全部东财一级 25 个行业分类中，成交量排名第 10，成交金额排名第

6。文化传媒板块（新三板）本周跌幅为 1.02%。 

图表1： 新三板行业（按东财分类）单周成交情况

（2016/2/26-2016/3/3） 
 图表2： 新三板行业（按东财分类）单周涨跌幅情况

（2016/2/26-2016/3/3）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东财文化传媒板块一级子行业中，互联网板块实现了 733.6 万股的成交量，7872.13
万元的成交额排名第一；平面媒体板块则以 58.9 万股的成交量和 324.23 万元的成交额

垫底。就涨跌幅方面，本周仅广告营销板块与动漫板块分别上涨 8.41%和 2.59%，其他

子行业均有所下跌。其中，互联网板块跌幅近 1.5%。 

图表3： 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一级子行

业单周成交情况（2016/2/26-2016/3/3） 
 图表4： 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一级子行

业单周涨跌幅%（2016/2/26-2016/3/3）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目前新三板估值情况和主板相比仍然处于洼地，各个子行业整体估值偏低，除了平

面媒体子行业估值水平已经高出主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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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二级子行业估值情况 

 

市盈率(LYR,中值，剔除负

值后) 
市净率(LYR,中值，剔除负值

后) 
市销率(LYR,中值，剔除负值

后) 

动漫 69.5 6.5 5.6 

影视娱乐 51.1 10.7 10.0 

互联网 94.1 13.6 9.1 

平面媒体 72.9 5.8 5.1 

广播与电视 47.2 7.6 9.0 

广告营销 51.9 9.9 8.1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图表6： 本周主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二级子行业估值情况 

 

市盈率(LYR,中值，剔除负

值后) 
市净率(LYR,中值，剔除负值

后) 
市销率(LYR,中值，剔除负值

后) 

动漫 393.9 14.0 14.0 

影视娱乐 96.7 8.9 20.9 

互联网业 144.8 14.4 17.0 

平面媒体 35.4 3.4 4.1 

广播与电视 53.6 3.4 6.6 

广告营销 87.5 7.2 3.6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做市转让的个股成交量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金天地、四维传媒、银橙传媒、

基美影业、ST 复娱、随视传媒、北教传媒、华燕房盟、哇棒传媒、绿岸网络。 

金天地成立于 1996 年,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投资及衍生业务,
所生产的电视剧产品主要在电视台、新媒体等渠道播放。公司筹划剧本、投资拍摄、制

作完成电视剧,形成可售的电视剧作品,与电视台、新媒体等播放平台签订发行合同,将电

视剧播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版权对外许可使用的方式获取发行收入。公司先后

推出过《让爱做主》、《浮华背后》、《天在上》、《白银谷》、《我的泪珠儿》、《爱就爱了》、

《家比天大》、《左伟和杜叶的婚姻生活》、《重庆谍战》、《无敌三脚猫》、《鸡毛蒜皮没小

事》、《敌特在行动》、《尖刀》、《鸡毛蒜皮没小事》Ⅱ、《烈火》、《战火四千金》、《尖刀队》、

《武林猛虎》、《铁血尖刀》等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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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做市转让个股单周成交量前十的公司

（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成交量(万股) 

430366.OC 金天地 9112.37 

430318.OC 四维传媒 6490.03 

830999.OC 银橙传媒 4658.19 

430358.OC 基美影业 3323.43 

831472.OC ST 复娱 3271.00 

430240.OC 随视传媒 3264.86 

831299.OC 北教传媒 2963.90 

831496.OC 华燕房盟 2708.10 

430346.OC 哇棒传媒 2543.23 

430229.OC 绿岸网络 2271.58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做市转让的个股成交额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银橙传媒、随视传媒、四维传媒、

哇棒传媒、金天地、绿岸网络、基美影业、易销科技、沃捷传媒、华燕房盟。 

银橙传媒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广告的精准投放业务。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ADPush 精准

营销平台,该平台是以精准营销为核心概念的互联网广告投放平台,是由 ADPush 精准投

放平台、ADPush 营销优化平台、ADPush 广告网络等多个子平台组成。2014 年公司

获得 2013 年度优秀纳税企业,2013 成为上海奉贤新经济园区企业联合会会员单位。 

随视传媒是国内领先的精准营销及数字营销的专业广告技术、数据和服务平台提供

商,公司集专业技术和数据服务于一体,致力于推动互联网广告由传统的粗放式投放管理

向定向、智能、精细化转型,公司以自主技术平台为基础,以整合性的效果网络平台精准+、
社会化营销管理工具平台社交+为主要业务产品,为客户提供包括精准广告投放、会员数

据库营销、个性整合效果营销及社会化全案营销服务等。 

图表8：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做市转让个股单周成交额前十的公司

（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成交额(万元) 

830999.OC 银橙传媒 119655.29 

430240.OC 随视传媒 106816.37 

430318.OC 四维传媒 87736.31 

430346.OC 哇棒传媒 75709.76 

430366.OC 金天地 75588.26 

430229.OC 绿岸网络 64274.36 

430358.OC 基美影业 54991.89 

831114.OC 易销科技 53638.59 

430174.OC 沃捷传媒 45355.76 

831496.OC 华燕房盟 42914.47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做市转让的个股涨跌幅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牛商股份、聚宝网络、北教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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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展股份、道有道、小白龙、雷讯网络、能量传播、优睿传媒、国联股份。 

牛商股份 2008 年 3 月在深圳正式成立,主营业务是为提供网络基础服务和第三方产

品,其中网络基础服务涉及营销型网站建设和网站运营托管服务。以营销型网站建设为核

心和切入点,在客户网站设计制作完成后,需要网络空间(服务器)和域名等上线运行,公司

可提供相应第三方增值服务。 

聚宝网络公司主要从事客户提供楼宇媒体资源开发、广告发布等服务。聚宝网络主

要为客户提供LCD互动广告媒介服务,即主要通过LCD数字屏为客户提供广告发布服务。 

图表9：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做市转让个股单周涨跌幅前十的公司

（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涨跌幅(%) 

830770.OC 牛商股份 1161.26 

831226.OC 聚宝网络 1135.00 

831299.OC 北教传媒 762.28 

831023.OC 北展股份 488.64 

832896.OC 道有道 428.57 

831015.OC 小白龙 390.57 

834805.OC 雷讯网络 346.00 

833482.OC 能量传播 316.67 

430282.OC 优睿传媒 294.00 

832340.OC 国联股份 200.00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协议转让的个股成交量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凌脉网络、皆悦传媒、好样传媒、

河马动画、泰久信息、龙腾影视、大象股份、时空客、迅销科技、原点股份。 

凌脉网络致力于将所有的企业市场活动资源及管理的一系列的服务互联网化,帮助

更多的企业快速的链接他们的营销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快速的与生产方进行需求匹配,帮
助其双方提供良好的信息及交易等服务环境,同时帮助客户创造最好的在线管理解决方

案,帮助客户提升效率,创造价值。公司主营是向基于互联网服务的方式向企业营销客户提

供在线服务,即向企业营销客户提供营销资源的信息与采购交易及市场活动管理的在线

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已逐步形成以互联网服务为核心的向企业客户提供营销资源及在

线市场活动管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公司的业务包括三大板块:基于面向消费者销售(B2C)
的企业促销奖励场景 (提供促销奖励资源及促销管理在线解决方案 )的易赏网

www.1shang.com;基于面企业销售(B2B)的企业会议营销场景(提供会议供应链服务与会

议管理在线解决方案)的会腾网 www.canevent.com;基于大客户深度服务的整合营销服

务。凌脉网络是一家科技创新型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9 年,于 2013 年在上海股权交易中

心挂牌。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上海,并在北京、广州设立了专业服务机构。员工人数超过 140
人,其中 40%以上是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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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协议转让个股单周成交量前十的公

司（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成交量(万股) 

835718.OC 凌脉网络 315.00 

832030.OC 皆悦传媒 80.00 

832784.OC 好样传媒 79.00 

834559.OC 河马动画 78.30 

833181.OC 泰久信息 62.40 

835003.OC 龙腾影视 31.30 

833738.OC 大象股份 27.40 

831335.OC 时空客 19.88 

835200.OC 迅销科技 12.60 

832929.OC 原点股份 5.90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协议转让的个股成交额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河马动画、凌脉网络、原点股份、

泰久信息、龙腾影视、大象股份、皆悦传媒、易简广告、迅销科技、好样传媒。 

河马动画创立于 2006 年。经过多年的磨砺,今天的河马已经是一家集聚创意、制作

研发、影视发行、动画衍生产品开发、渠道建设和运营能力的国内顶尖 3D 电影公司,河
马有出色的创意团队,成熟的制作能力,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并且有完备的运营与影片发

行体系。在“坚持原创,精品制片”这一核心理念的引导下,河马完成了大量原创项目的孵

化,并形成了高效率的动画电影制片能力,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各项活动中屡次获奖。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 3D 动画公司。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千人计划、上

海千人计划、浦东百人计划——公司董事长徐克的带领下,公司致力于内容原创和科技创

新,形成了 15 万张原画,12 万个模型,5200 分钟的素材,450 个渲染节点的平台系统,拥有

各类知识产权,专利发明近 130 项。未来,上海河马动画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将年产 2-3 部高

质量的动画电影,成为中国最好的制片公司,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 

图表11：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协议转让个股单周成交额前十的公

司（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成交额(万元) 

834559.OC 河马动画 4384.80 

835718.OC 凌脉网络 1701.00 

832929.OC 原点股份 1003.00 

833181.OC 泰久信息 748.80 

835003.OC 龙腾影视 480.47 

833738.OC 大象股份 479.50 

832030.OC 皆悦传媒 440.00 

834498.OC 易简广告 144.00 

835200.OC 迅销科技 107.10 

832784.OC 好样传媒 98.75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协议转让的个股涨跌幅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河马动画、银都传媒、易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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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思传媒、博克森。 

银都传媒公司主要业务是以原创动漫作品平台所提供的原创动漫形象为核心,从事

青少年书刊的策划、内容提供、设计、销售;动漫影视片的策划、设计、发行以及动漫技

术应用。青少年书刊主要有《淘漫画》、《最推理》、《穿越 COS》。公司的主营产品是以

原创动漫形象的设计、开发为依托,从事动漫书刊的策划、内容提供、设计、销售以及动

漫影视片的策划、设计、发行。 

易简广告致力打造中国领先的以“移动技术”和“媒体矩阵”为核心,并拥有全产业

链布局的移动广告平台公司。易简广告通过对广告主的“目标受众、品牌定位、业务优

势”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及系统规划,为其供从“品牌策划、媒体投放、效果评估”的移

动广告全案营销服务,并依托公司自有移动技术平台和媒体矩阵,实现创意广告的一站式

精准投放。公司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业务,主要为移动互联网广告业务。 

图表12：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协议转让个股单周涨跌幅前五的公

司（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涨跌幅(%) 

834559.OC 河马动画 16.74 

430230.OC 银都传媒 8.02 

834498.OC 易简广告 6.67 

430743.OC 尚思传媒 1.41 

832338.OC 博克森 0.33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二、本周新三板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挂牌家数及转让情况-本周新增挂

牌公司 10 家，协议转做市公司 2 家 

本周文化传媒板块（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 10 家，为昌辉股份、科佳商业、图为

媒、名品世家、东文传媒、英虎网络、好看传媒、小奥互动、咏声动漫。 

图表13：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新增挂牌企业（2016/2/26-2016/3/3）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挂牌公告日期 

835925.OC 昌辉股份 2016/2/29 

835944.OC 科佳商业 2016/2/29 

835817.OC 图为媒 2016/3/1 

835961.OC 名品世家 2016/3/1 

836167.OC 东文传媒 2016/3/1 

835946.OC 英虎网络 2016/3/2 

835959.OC 好看传媒 2016/3/2 

836031.OC 小奥互动 2016/3/2 

835994.OC 咏声动漫 2016/3/3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文化传媒板块（新三板）协议转做市的企业有海天众意和捷报文化 2 家。 

海天众意是一家面向市场终端的整合营销顾问公司,专注于整合终端渠道推广,打造

终端管理团队,以整合营销传播策略为出发点,通过有效地整合和协调各种线上互联网及

线下终端营销服务手段,为客户提供从品牌咨询、营销策划、创意设计、人员管理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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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动执行的一站式无缝对接的整合式营销服务,帮助客户完成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服务的客户以国内大型的 IT、电子消费品等行业的知名企业为主,并与客户建立了密

切的合作关系。公司为索尼移动通信 2013-2015 线下营销服务的指定供应商、索尼移动

通信 2014-2015 一线销售团队管理服务指定供应商、Lenovo2013-2015 指定礼品采购供

应商、Acer2011-2015 终端市场营销活动的指定供应商以及华为荣耀、惠普等知名企业

市场推广活动的供应商。 

捷报文化的主营业务是基于自有或代理的户外广告发布媒体,主要提供广告发布服

务。公司自有或代理的户外广告发布媒体主要为城市广场、内河桥头、高速公路沿线单

立柱广告牌,公交候车亭广告牌、楼体广告牌、公交车身广告牌、出租车顶灯、城市指路

牌。 

图表14：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协议转做市企业（2016/2/26-2016/3/3）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做市商 做市首日 

834680.OC 海天众意 中银国际证券,申万宏源证券,西藏同信 2016/3/2 

833625.OC 捷报文化 中银国际证券,华林证券,万联证券 2016/3/3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三、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企业定增情况 

本周共有 4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67,791.55 万元。四家公司为众

引传播、傲基电商、飞博共创以及国游网络。翼码科技未来拟发行 428 万股，募集资金

约 7 千万元；礼多多未来拟发行 294 万股，募集资金约 2 千万元；上方传媒未来拟发行

60 万股，募集资金 720 万元；牛商股份未来拟发行 250 万股，募集资金 5 千万元。 

众引传播是处于商业外包服务中的营销服务提供商,为客户企业提供专业定制化高

效的营销服务,在营销服务行业拥有近十年的服务经验,80%以上的团队成员拥有本科及

以上学历,核心团队均为国内顶尖高校毕业或有海外留学背景。由核心团队带领的专业执

行团队,使公司在项目策划、流程管理和活动执行的各个环节占据竞争优势。公司以优良

的服务品质和较高的附加值形成公司的品牌吸引力和行业内的良好口碑。公司依靠创新

的产品和服务不断为联合利华、多美滋、嘉实多、泸州老窖等知名大型跨国或本土公司

提供专业定制化高效的数字营销、活动营销和 O2O 整合营销服务的专业化定制化服务。

公司销售主要通过直销来实现,销售业务团队主要通过重点关注相关行业的大型活动及

企业动态跟踪,逐步建立与目标客户企业的沟通和联系来开拓业务,收入来源是通过为客

户提供营销服务而获得的服务费用。O2O 整合营销的新型业务模式使公司在与现有全球

跨国企业客户合作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本土品牌客户群,成为公司新的收入

增长点。 

傲基电商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以外贸 B2C 电子商务运营为核心业务,以非英语国

家市场为战略重点的跨国电子商务公司。公司通过快速渗入小语种市场的"蓝海"品牌战

略定位,避开高竞争市场环境获得稳健发展。从 2005 年在德国注册傲基国际到近期成立

香港傲基国际全资子公司,傲基一直秉承"合作、服务、共赢"的经营理念。经过 8 年的实

践及运作,公司已经在跨国电子商务的主营业务领域达到领头羊的位置。"引领中国品牌走

向世界"是傲基公司的最终使命。目前,公司以德语网站为主导,分别建立其他小语言国家

efox 系列为主,有 15 个国家语种的综合类外贸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傲基在德、法、意三地市场销售额已占到公司销售总额的 70%-80%,并呈现出 B2C 网

站与 eBay、Amazon 等第三方平台齐头并进的趋势。公司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

牙、葡萄牙等欧洲市场的电商交易额占据中国外贸 B2C 行业第一名,傲基的发展深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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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改变了数以千万欧洲网民的购物方式和生活习惯,并为中国品牌开创了更加广阔

的销售前景。"自由、创新、分享"是傲基公司的企业精神和主流文化,是傲基不断发展的

基石和动力。傲基始终提倡"开心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在傲基您能真正体验到西方企业

轻松、自由的工作氛围,尊重员工、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公司深知团队的合作努力是公

司傲基成功的基础,公司不仅有责任关爱和尊重公司的每一个客户,更有责任关爱公司的

家人、亲人和同事。傲基希望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快乐的工作、快速的成长,与公司共同迈

向成功。 

图表15：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定增企业（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最新进度 增发数量(万股) 募集总额(万元) 增发价格(元) 市盈率(TTM) 

833402.OC 众引传播 董事会批准 1000 30000 30 61.65 

834206.OC 傲基电商 董事会批准 555.56 30000 64 757.62 

834617.OC 飞博共创 董事会批准 71.87 4671.55 65 56.95 

834856.OC 国游网络 董事会批准 520 3120 6 23.15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本周共有 4 家公司公布业绩预告。其中，众引传播预计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50 万

元。 

图表16： 本周新三板文化传媒板块（按东财分类）发布业绩预告企业（2016/2/26-2016/3/3） 

代码 名称 预告日期 预警类型 
预告净利润下限

(万元) 
预告净利润上限

(万元) 
预告净利润最大变动幅度

(%) 

835052.OC 美信检测 2016/2/26 预增 201 201 65 

830936.OC 约克动漫 2016/2/29 预增 950 1,050 153.62 

831138.OC 光影侠 2016/3/2 预增 21.98 21.98 1,954.20 

833402.OC 众引传播 2016/3/3 预增 1,250 1,550 389.50 

资料来源：Choice 联讯证券 

四、公司跟踪 

（一）对外投资 

比酷股份（833319）：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铁三角公关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3,000,000.00 元。据悉，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企

业策划、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为扩大公司业务范

围，增强公司竞争力，增加公司盈利来源，拓展公司业务规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拟设立北京铁三角公关咨询有限公司。 

铁血科技（833658）：关于成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铁马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拟与光线影业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公司名称待定，注册地为北京，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 元，其中公司出资

人民币 6,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0%，光线影业出资人民币 4,000,000 元，占注

册资本 40%。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能量传播（833482）：对外投资设立基金的公告 



 新三板行业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11 / 23 

公司拟与北京宝鼎汇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基金，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此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公司在传媒

领域的战略布局和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北展股份（831023）：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收购武汉国际家具展项

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审议《关于收购武汉国际家具

展项目的议案》。武汉北展宜尚展览有限公司（筹）拟由武汉宜尚会展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设立。武汉宜尚会展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武汉国际家具展项目”75%权

益，“武汉国际家具展项目”承办权，及拥有持续运营“武汉国际家具展项目”所需的业

务资源及人员注入武汉北展宜尚展览有限公司（筹）。公司拟以 1100 万元收购武汉北展

宜尚展览有限公司（筹）全部股权。 

路骋国旅（831320）：关于子公司上海路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2016 长三角自驾

游十强地区推荐活动的公告 

在上海市旅游局、江苏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局、安徽省旅游局的指导和支持下，

由长三角自驾游专家委员会和新华社上海分社主办的新华-长三角自驾游发展指数发布、

长三角自驾游产业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在沪成功举办，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一体化，提升

了自驾游服务，促进了旅游市场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化新华-长三角自驾游指数工作，推

动自驾游市场繁荣，发掘和推荐一批自驾游品牌城市，专委会将在继续深耕自驾游发展

的基础上，举办新常态背景下的长三角自驾游十强地区推荐活动，从而综合展现各地区

自驾游发展水平，实践全域旅游。此次十强推荐活动拟于今年二季度举行发布会，活动

由长三角自驾游专家委员会主办，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路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并承担承办过程中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基于上述活动在行业内一定的地位，将有助

于提升公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和行业前瞻性规划的进程中，公

司将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从而提升公司在自驾游行业的地位；承办上述事项将对公司未

来的经营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国是经纬（834333）：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集光通达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夜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

高新技术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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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对外投资将有利于拓宽收入渠道，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博采网络（833205）：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公告 

公司拟与潘星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成都博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最

终核准为准），注册地为成都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其中公司出资人

民币 8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80.00%，潘星出资人民币 200,000.00 元，占注册资

本的 20.00%。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从由区域性公司发展为全国性公司出

发，强化西南市场的影响力及客户开拓能力，决定出资 80 万人民币参与设立成都博采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新公司由博采网络控股，未来负责博采网络的四川及周边市场开拓发

展。 

酒仙网（833919）：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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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裁郝鸿峰在 2015 年 12 月 11 日做出总裁决定，同意公司以 1,000 万元入股

投资黑龙江省华龙酒直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酒直达”），其中 12.87
万元用于认缴注册资本，剩余 987.13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华龙酒直达为专业的酒类供

应链管理企业，此次对外投资是考虑加强与下游企业的合作，强化公司供应链管理能力，

是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及财务状况，考虑未来发展作出的谨慎决定，对提升公司品牌和综

合实力有积极的作用。 

傲基电商（834206）：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傲科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 1 元收购公司副总经理兼

pop 平台总监杜波先生所持有的深圳市盖特万科技有限公司 30%的股权。深圳市盖特万

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实收资本为 0，其中杜波认缴出资 15 万元，出资

比为 30%，深圳傲科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5 万元，出资比例为 70%。此次交

易属于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傲基电商（834206）：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补发) 

此次交易当事人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傲科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李林伟先生，交易标的为深圳市印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深圳傲科海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 80%，李林伟先生股权比例为 20%，由深圳傲科海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购买李林伟先生所持深圳市印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 元。2016 年 1 月 8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此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掌上纵横（833416）：关于与北京世界星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公告 

公司于近日与星辉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充分利用各自的业务优势、品牌优势和专业管理能力优势，通过业务合作、潜在业务推

荐等方式展开全面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北京世界星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奇虎 360 公

司下主营网页游戏业务的子公司，其旗下有 360 游戏中心、1360 试玩中心、360 游戏开

放平台、360 棋牌大厅等网页游戏平台，在游戏领域有着超前、卓越的思维和技术。为

进一步加强 IP 资源开发利用，公司拟与北京世界星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IP 资源开

发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公司享有或经第三方合法授权享有部分或全部着作权的 IP 资

源，与北京世界星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IP 资源开发的合作。北京世界星辉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渠道方利用其研发资源和渠道资源全力配合公司，高效开发利

用 IP 资源。IP 资源开发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将 IP 资源改编成其他形式的作品、开发相

关衍生品等（包括但不限于：开发成游戏、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等），具体 IP 资源开

发形式由双方针对每一个合作项目签署正式、具体的合作协议加以明确。通过双方建立

面向未来的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的自身优势，对公司未

来的业务发展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掌上纵横（833416）：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拟与王丹峰、王德吉、叶波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宁波猎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福明街道樟树街 515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 元，其中 150,000.00 元为注册资本，2,85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占注册资本的 15.00%，王丹峰出资 4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5.00%；叶波出资 2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5.00%，王德吉出资 150,000.00 元，



 新三板行业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13 / 23 

占注册资本的 15.00%。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此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整合

市场资源，实现公司扩展，拓宽经营范围，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新媒诚品（834522）：关于电视节目《看见你的声音》投资制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与东阳源美签订了中国版《电视节目<看见你的声音>联合投资

合作协议》，于 2016 年 2 月与天津九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九合”）、华

传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传文化”）签订了《中版电视节目<看见你

的声音>联合投资合作协议》。节目联合投资制作方包括新媒诚品、东阳源美、天津九合、

华传文化，其中天津九合、华传文化为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节目总

投额不超过 9000 万元，由新媒诚品、天津九合、华传文化、东阳源美按照一定的投资

比例共同投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其中东阳源美以该节目中国版授权权利作价投资，

其余各方均以货币出资。 

力港网络（834385）：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收到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送来的《桂林市政府采购中标

通知书》，确认公司中标“竞猜型体育彩票开发与销售采购”。此次中标项目对公司未来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将对公司经营带来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二）并购重组 

掌上纵横（83341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暂停转让的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现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试行）》的有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暂停转让。公司承诺争取暂停转让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即承诺争取在 2016
年 6 月 1 日之前披露符合上述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申请恢复转让。如公司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申请延期恢复转让。公司未提出延期恢复转让申请或延期

恢复转让申请未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不晚于 2016
年 6 月 1 日开市时起恢复转让交易。 

（三）其他 

时空客（831335）：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终止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议案》，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相关申请。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6]213 号）。中国证监会决定终

止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申请的审查。 

龙腾影视（835003）：董事辞职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收到董事崔寒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该辞职董事持

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崔寒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崔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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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景域文化（835188）：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2016 年 2 月 22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景域文化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此次发行公司在册股东均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此

次股票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440 万股（含），发行价格人民币 55.56 元/股。 

艺能传媒（833892）：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申请质押贷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审议通过《浙江艺能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申请质押贷款的方案》。鉴于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公司拟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申请银行存单质押贷款，贷款额度为贰

仟玖佰万元，贷款期限为三个月。公司以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的银行存单

面值为叁仟壹佰万元抵押给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作为贰仟玖佰万元贷款额度

的担保。 

盛成网络（834093）：关于公司部分商标注册申请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 2013 年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在不同商品和

服务上提交了“妈妈圈及图”的商标注册申请，申请过程中了解到亿百媒会展（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百媒”）的“妈妈圈”商标申请在先。鉴于公司妈妈圈产品使用

时间较长，且两家公司商标注册申请时间间隔很短等原因，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向商标局提出了对方涉嫌恶意抢注的商标异

议申请并提交了公司妈妈圈的系列使用证据材料。近日，公司收到商标局《第 12437035
号“妈妈圈”商标准予注册的决定》等六份《商标准予注册决定书》。根据上述六份《商

标准予注册决定书》，商标局认为，异议人（盛成网络）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未能证明异议

人对“妈妈圈”商标的在先使用并使之具有一定影响，亦未能证明被异议人（亿百媒）

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具有主观上的恶意。因此，商标局决定批准上述六项商标准予注册。

如异议人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向公告编号：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注

册商标无效。公司对此次商标注册申请的认识和态度我公司及法律顾问对《商标准予注

册决定书》的结果存在异议，认为亿百媒公司是否恶意抢注我公司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

影响的妈妈圈商标仍值得商榷。为维护公司商标品牌的合法权益，公司拟于近期向商标

局申请查阅上述商标异议案件中对方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并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

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亿百媒公司的上述系列“妈妈圈”注册商标无效。公司运营

的产品平台包括 PC 端垂直母婴网络社区、移动端母婴社交应用及母婴电商平台等，各

产品平台侧重点不同，用户群体具有一定重叠性，为更好的展示公司品牌、突出核心功

能、增强用户粘性，2016 年公司的产品策略由各平台独立品牌发展转为全平台统一品牌

发展，主打妈妈社交的移动端产品“妈妈圈”将于近期正式统一更名为“妈妈网”。公司

品牌策略调整后，亿百媒取得“妈妈圈”注册商标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且为维护公司商标品牌的合法权益，公司拟于近期向商标局申请查阅上述商标异议案件

中对方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并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亿

百媒公司的上述系列“妈妈圈”注册商标无效。 

钢银电商（835092）：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决定聘任宋海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信息披露负责人履行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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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自此次会议通过后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中泰传媒（834442）：关于股票发行终止的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4 日

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此次

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公

告了《股票发行方案》（编号：2015-002），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公告了《2016 年第一次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编号：2016-002），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告了《股票发行认购延

期公告》（编号：2016-004）。鉴于投资者未能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延期公告》（编号：

2016-004）规定的缴款截止日前将全部认购资金存入指定账户，经与投资者沟通确认，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确认此次股票发行的结果为

发行终止。投资者未能在《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缴款期限（2016
年 1 月 26 日）内完成缴款，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告了《股票发行认购延期公告》，

将缴款日截止日期推迟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含当日）。经与投资者沟通并确认，截止

2016年2月29日投资者仍不能将投资款存入公司指定的账户，未能完成履行认购公告，

导致此次股票发行终止。 

国是经纬（834333）：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收到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

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公司获得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三年内，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并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税率事项，对公司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ST 鼎讯（430173）：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变更经营范围）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欧美城汽

车文化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欧美城汽车文化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从原“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成品油仓储，娱乐场所经营，公共场所经营，餐饮服务；展览展示，汽车租赁，二

手车经营，汽车技术咨询服务，销售：汽车、汽车用品、汽车零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企业策划；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娱乐场所经营，公共场所经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后以工商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ST 鼎讯（430173）：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注销分公司）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鼎讯互动

（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的议案》，因公司注册地合同到期，又无法续签，

拟申请注销。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鼎讯互动（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

公司。 

能量传播（833482）：董事变动公告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6 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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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3 月 1 日任命奚巍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自公司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曰止。 

能量传播（833482）：关于收购股权的公告 

公司拟以能量天津的名义，以现金方式收购刘玉辉所持有的能量慧明 40%的股权。 

游酷网络（834910）：监事辞职公告 

公司监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收到监事张万里递交的辞职报告。该辞职监事持有

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张万里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张万里的

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辞职申请在新任监事继任后方能生效，在

此之前，张万里先生仍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梵雅文化（835205）：职工监事变动公告(辞职情况) 

公司监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收到职工监事夏玮递交的辞职报告。该辞职职工监

事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夏玮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它职务。夏玮

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夏玮女士的辞职将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新任职工监事后生效，在此之前，

夏玮女士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工监事职责。 

海天众意（834680）：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申请已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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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市商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易所试（430309）：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章源先生、董事会秘书张万翔先生和原总经理白龙桥先生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收到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上海易所试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章源）（张万翔）（白龙桥）：因你公司（你）涉嫌违反证券期货相关法律法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你公司（你）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目前未受影响，在调查期间，公司及相关人员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

的调查工作，并就相关事项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东仑传媒（835588）：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2016 年 2 月 17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

度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批准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 2016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截止

2016 年 2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公司股东已出

具书面声明，声明放弃对此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此次股票发行拟发行不超过102.00
万股（含），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12.00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不超过 1,224.00
万元（含）。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2.00 元。 

传视影视（832455）：关于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新三板行业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17 / 23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苏州传视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议案》。结合公司当前实际经营状况，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兼顾对投资者

的合理回报，公司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本公积

为 129,855,318.48 元。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16,6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 15 股，共计转增 24,90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41,500,000 股。此次

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 24,900,000 元全部为股本溢价形成。 

新数网络（834990）：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此次股票发行系公司的重要客户、与公司有业务互补优势的企业对公司的战略投资，

同时发行部分做市留存股。此次发行旨在通过与认购人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增强公司实

力，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引入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理念，

深化与延展现有的业务线，包括发展优势行业的细分程序化产品、强化移动领域的投入、

下沉地方代理、继续深耕海外市场、加强技术研发巩固公司技术优势等，提升公司综合

服务能力及盈利能力。此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研发投入、投资或收购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海外市场拓展、补充营运资金，进而更好地支持公司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此

次发行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此次发行为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

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众引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国德峰、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此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6.6875 元。此次股

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属行业、商业模式、成长性、最近一期净利润、市盈率等

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协商后最终确定。此次拟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此次

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478,004 股（含 478,004 股），预计募集金额不超过 65,337,171.75
元（含 65,337,171.75 元）。若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小于 478,004 股，以发行对象实际认购

的数量为准，公司原有股东不承担相关股份认购的差额。 

皆悦传媒（832030）：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

市转让方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 1000
弄 18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议案》的议案。公司同意待符合做市转

让的条件后，即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申请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

式的申请，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后，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

式。 

爱美互动（835113）：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2 月 25
日出具的中汇会审[2016]0304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资本公积

累计共计 10,962,416.13 元，其中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为 9,931,685.13 元。公司拟

以 2015 年底股本总额 2,500,000 股为基数为基数，以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

9,931,685.13 元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2,50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由 2,500,000 股增加至 5,000,000 股，此次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无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春秋鸿（831051）：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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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绎春秋拟与恒泰资本、鼎泰华盛签署《增资协议》，恒泰资本、鼎

泰华盛向绎春秋持有 100%股权的五人成军进行增资扩股。在综合考虑五人成军目前的

经营规划、未来经营能力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由恒泰资本、鼎泰华盛分别向五人成

军增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恒泰资本、鼎泰华盛各持有五人成军 10%的股权，绎

春秋持有五人成军 80%的股权。此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交易总金额为 2000 万元人民币；由恒泰资本、鼎泰华盛各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对

五人成军进行增资，其中 2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197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

成后恒泰资本、鼎泰华盛将各持有五人成军 10%的股权，绎春秋持有五人成军 80%的股

权。支付方式：全部现金支付；支付期限为《增资协议》签署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支付

全部款项。《增资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奥菲传媒（83445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辞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范靖文递交的辞职报告。

该辞职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范靖文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其它职务。范靖文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非凡传媒（835431）：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因此

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此次股票发

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在册股东均已承诺放弃此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此次股票发行

的认购对象须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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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个人投资者。此次新增投资者人数

合计不超过 35 名。此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价格为人民币 90 元（含 90
元）-120 元（含 120 元）每股，此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40.00 万股（含 40.00 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4,800.00 万元（含 4,800.00 万元）。 

中网科技（831095）：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苏州银行扬东路支行申请信用贷款 500 万元，和

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签订了《中小企业短期借款履约保证保险合同》，为贷款提供保险担

保，无抵押，贷款期限为一年。以上贷款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事项以公司与银行

签订的合同为准。 

道拓医药（835389）：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公司拟变更生产经营办公场所。由“上海市徐汇区浦

北路 270 号 1 号楼 303 室”。变更为“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 36、38 号 302 室”。 

画店文化（833188）：关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 

此次股票发行的总股数为 555,555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0 股、无限售股份

数量 555,555 股。此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将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梵雅文化（835205）：关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公告 

公司此次股票发行总额为 2,5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0 股，无限售条件股

份 2,500,000 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将于 2016 年 3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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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利隆媒体（833366）：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第二届董事第五次会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审议通过《关于更

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2014 年度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原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已在双方履行完毕其约定的所

有义务后终止，公司决定不再续聘。并拟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捷报文化（833625）：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申请已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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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天网络（835471）：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安排，公司预计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合计 1000
万元。关联交易方位北京庞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庞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

联营公司，公司持有其庞际网络 35%股权。 

慧云股份（834342）：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2016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广和慧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此次股

票发行相关事宜。在册股东均享有此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中

不参与此次认购的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并签署了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参与此

次认购的做市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此次

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000 万股（含），发行价格为 13.33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 5.332 亿元（含）。 

耀客传媒（834949）：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为周重远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经本人同意，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职务，仍然担任公司行政人事总监。经公司董事长吕超提名，聘任杨伯特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对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该任命董事会秘书杨伯特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 

龙虎网（831599）：副总经理辞职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孙荣荣递交的辞职报告。该辞职

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孙荣荣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悉知科技（835285）：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02 月 29 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发行股票 2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2 元/股，

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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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此次增发后，公



 新三板行业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20 / 23 

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2200 万元。 

傲基电商（834206）：财务负责人变动公告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迮会越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刘春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财务总监），仍继续协助迮会越先生进行公司财务管理工作。该任命财务总监迮会

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724,860 股，占公司股本的 14.90%。该辞职财务总监刘春芳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 

傲基电商（834206）：关联交易公告(补发) 

201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傲科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李林伟于深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李林伟先生所持有的深圳市印象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 元。2016 年 1 月 8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深圳市印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为

深圳傲科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掌上纵横（833416）：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此次股票发行共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132,23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4,999,991.67 元。 

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57 元/股。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2015 年 4 月为公司出具的北京兴华（2015）京会兴审字第 13010082 号《审计报告》，

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998,496.43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 86,302,788.06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76 元。此次定向发行过程中，

原有股东均已出具放弃认购的书面承诺。此次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13 名，此次发行新增股

东 3 名，发行后股东人数为 16 名。此次发行以货币方式进行认购，发行后，公司货币资

金、流动资产、公司总资产分别增加 84,999,991.67 元；公司净资产增加 84,999,991.67
元，其中实收资本增加 4,132,231 元，资本公积增加 80,867,760.67 元。 

掌上纵横（833416）：关于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网乐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变更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原子公司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

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3 月 15 日）；技

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商标代理；版权贸易；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变更后子公司经营范围：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8 年 03 月 15 日）；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商标代理；版权贸

易；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掌上纵横（833416）：定向发行股票挂牌转让公告 

公司此次定向发行股票总额为 4,132,231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0 股,无限售条件

股份 4,132,231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2016 年 3 月 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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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梦文化（833725）：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辞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收到董事袁征力递交的辞职报告。该辞职董事持有

公司股份 1,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4.55%。袁征力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袁征力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中彩股份（835383）：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于 2016 年 02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为了补充运营资金，支持主营业务的发展，

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壮大公司资本实力，引进与公司具有战略合作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

者。经审慎讨论后公司决定实施此次股票发行，确定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法》、《非上

市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符合条件的外部投资者，

向原股东发行不超过 1000 万股（含 1000 万股）公司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1.06 元。 

中彩股份（83538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 

阮贞女士在 2 月 22 日向董事长徐殿禄先生，表达了由于个人原因不能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的意向，并于2月25日正式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辞去财务总监一职。

该辞职财务总监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阮贞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

司其它职务。阮贞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中彩股份（835383）：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此次股票发行主要为提高社会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股权分散程度和可流

通股份数量。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扩大企业规模及增加企业竞争力，以

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并产生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

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中彩股份在《公司章程》中未有

明确规定，公司在股票发行时在册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此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6
元。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依据 2015 年 5 月 31 日大华审字【2015】005994 号审计报告，

净资产 21,123,350.76 元，每股净资产 1.06 元/股；并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

长性、每股净资产和净利润等多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沟通后最终确定发行价格。此次

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00,000 股（含 1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600,000.00 元（含 10,600,000.00 元）。 

火谷网络（833928）：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2016 年 2 月 29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2016-2018）的议案》。2016 年公司将从两方面入手，迅速完成在 VR 领域的战略布局。

（1）公司即将推出自主品牌的移动 VR 设备，并会采用多种渠道结合的方式进行产品的

全面推广。（2）公司还会推出自主研发的移动 VR 内容平台，它可以搭配公司自主品牌

的移动 VR 设备使用，同时也兼容其他品牌的移动 VR 设备。公司最终将把它打造成为

一个面向第三方内容开发者的移动 VR 内容开放平台。 

皆悦传媒（832030）：权益变动报告书 

此次权益变动李长金减持其所持有皆悦传媒流通股 800,000 股，占皆悦传媒总股本

的 4.76%%，系股东自愿减持。皆悦传媒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截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李长金持有皆悦传媒 4,3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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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化（831239）：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控股子公司丽江杨

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云南假日风光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丽江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云南假日风光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

的议案。云南假日风光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原收购丽江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5%股份的价格、标准及条件，将该股份转让给云南轩阳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对该股份的优先购买权。云南轩阳餐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按照云南假日风光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按时、足额支付应付款。云南假日风光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全力配合、协助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完毕后，云南假日风光国际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完全退出丽江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红酒世界（834528）：股票发行方案 

此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采购进口葡萄酒。公司目前

已采购进口葡萄酒酒款超过 1,200 款，计划于 2016 年底进口葡萄酒酒款数量达到 5,000
款，成为国内自主进口葡萄酒酒款数量最多的企业。因此 2016 年公司需要补充更多的

流动资金，用于增加采购进口葡萄酒酒款的款数与数量。在公司发行新股时，批准发行

新股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除非该次股东大会

明确作出优先认购的安排”。此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 12.00 元/股。公司本年度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107,930,385.40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192,215.22 元，基本每

股收益为-0.34 元。此次股票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四、公司推荐 

（一）银橙传媒（830999） 

银橙传媒（830999）本周做市转让银橙传媒成交额排名第一。 

银橙传媒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广告的精准投放业务。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ADPush 精准

营销平台,该平台是以精准营销为核心概念的互联网广告投放平台,是由 ADPush 精准投

放平台、ADPush 营销优化平台、ADPush 广告网络等多个子平台组成。2014 年公司获

得 2013 年度优秀纳税企业,2013 成为上海奉贤新经济园区企业联合会会员单位。 

（二）聚宝网络（831266） 

聚宝网络（831266）本周做市转让的个股涨跌幅排名第二。 

公司并购前主要从事客户提供楼宇媒体资源开发、广告发布等服务。聚宝网络主要

为客户提供 LCD 互动广告媒介服务,即主要通过 LCD 数字屏为客户提供广告发布服务。 

公司把握快递业迅猛发展契机，聚焦社区用户高频需求，并购智能快递柜项目魔格，

使社区快递服务与公司现有广告业务产生协同效应，升级为户外媒体+社区服务流量整合

运营平台，未来潜力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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