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源于数据 1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Summary] 

 

 瑞德智能拟融资 3250 万元，一恒贞定增融

资 1.5 亿元 

方正证券研究所证券研究报告 
 新三板资讯日报 行业研究 

 2016年 3月 11日 

   [TABLE_ANALYSISINFO] 分析师：于建科  

执业证书编号： S1220515090003 

TEL： （86755）83456386 

E-mail： yujianke@foundersc.com 

 

[Table_Author] 联系人： 周华仙 

TEL： （86755）83456386 

E-mail： zhouhuaxian@foundersc.

m            com 

 

联系人： 刘浩 

TEL： （86755）83456386 

E-mail： liuhao0@foundersc.com 

 

联系人： 张凯 

TEL： （86755）83456386 

E-mail： zhangkai1@foundersc.com

o  
 
 
 
 
 
 
 
 
 
 
 
 
 
 
 
 
 
 
 
相关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TABLE_REPORTINFO]  

 

 

 

 

 市场交易概况 

  3月 10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2.25%，收报 1284.15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上涨 0.05%，收报 1221.23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29 家，协议转让增长 24 家，做市转让增加 5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5.79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2.65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3.14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

市转让成交 4663.45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5126.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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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 4608 5985 

当日新增家数 5 24 29 

总股本（亿股） 1170.91 2379.37 3550.28 

流通股本（亿股） 610.21 682.77 1292.98 

成交股票只数 708 183 891 

成交金额（万元） 26520.87 31427.10 57947.97 

成交数量（万股） 4663.45 5126.50 9789.95 

成交笔数 9512 657 1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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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晶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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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2）掌智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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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金航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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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神玥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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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5）好看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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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凯德自控：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凯德隆晟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 

（2）兴竹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关猛、李奇睿、北京益和新锐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河北兴竹微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0%，关猛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5.00%，李奇睿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5.00%，

北京益和新锐咨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

关联交易。 

 

1.3 协议公司公告 

（1）索特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曹维荣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州市爱去美学有限

公司，注册地为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 114-120 号六楼自编 601-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 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1,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曹维荣出资人民币 9000.00元，占注册资本

的 3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中盈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耿晓康、李丽平、冯焕明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大连中盈金融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苏家村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25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5.00%，李丽平出资人民币

3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冯焕明出资人民币 45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本次对

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3）万泰中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万泰中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核准结果为准），注册地为天津武清开发区（实际地址以工商核准结果为准），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4）浩丰设计：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宏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重庆北部新区龙晴路 9 号金山矩阵 A座 12-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5）浩丰设计：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新创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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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地为重庆市北部新区重庆北部新区龙晴路 9 号金山矩阵 A 座 10-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 

（6）盛全物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与西安盛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西安科沃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凯瑞 B座 1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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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盛安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4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9%。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7）领先环保：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马建武、吴建、唐祝平共同出资设立共同出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南通传感器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注册地为南通市港闸

区(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

资人民币 4,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80.00%，马建武出资人民币 500,000元，占注册资本 10%；吴

建出资人民币 250,000元，占注册资本 5%；唐祝平出资人民币 250,000元，占注册资本 5%。本次对外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8）领先环保：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设计院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注册地为南京高新开发区丽景路 2 号研发大厦 B 座 6 楼（最终以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 

（9）汉唐咨询：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汉唐信通（天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注册地为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号创智大厦 416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 

（10）中际联合：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中际联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5000 万元，即中际联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其中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400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1）家鸿口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家鸿牙科器材有限公司与孙德震共同

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家鸿牙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中街 3号 17号楼（德

乾信源孵化器 a961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其中深圳市家鸿牙科器材有限公司出资

人民币 9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90.00%，孙德震出资人民币 1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2）协力仪控：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与自然人曹迎春、洪玲共同出资设立合肥协力工业车

辆配件有限公司，目前配件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该项投资总额为 60万

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投资决议已经公司总经理批准通过。根据《公司章程》、《重大投资

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重

大资产重组。 

（13）孔辉汽车：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浙江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龚依民共同出资设

立长春西盈电控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地为长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其中本

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浙江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4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0%；龚依民出资人民币 3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

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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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通电子 2 1200 
本次发行对象为 3 名合格投资者：鲍小杨、郑小丹、

郭均纺。（定向） 

阿波罗 20 2000 本次发行对象全部为公司新进股东。（定向） 

福座母婴 1.50 10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现有股东 8名、董事 1名、

监事 1 名和高级管理人员 1 名、核心员工 1 名，共计

12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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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鸣农牧 12 300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且符合公

司长期展需求的外部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超

过 35名，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人。

（非定向） 

惠同股份 2.80-3.00 1800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范围包括：（1）审议本股票

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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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股东；（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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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合信托计划、证券投资基

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以及由金融机构或者

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机构管理的金融产品或资

产。符合（2）、（3）、（4）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超

过 35名。（非定向） 

格林绿化 3.5 57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第六条的规定

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的投资者。最终确定发行

对象中新增股东不超过 35名。（非定向） 

一恒贞 1.601 14996.6 本次股票发行拟向 1名投资人定向发行股票。（定向） 

广东振华 2.35 352.5 

本次股票发行为非公开定向发行，发行对象包括公司

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合计为 13名，均为自然人。（定向） 

浩丰设计 3 240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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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名

合格投资者，其中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超过 35名。（非定向） 

安杰信 3 2799.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米渝、戴铮、吴沁、罗乐、赵小

龙、胡鸿、刘光伟、黄伟成、米嘉、戴舸、邓宏刚、

张天科、夏军、李佳、张勇、舒雨、王浩欣、周茜、

富继军、陈冉、王江涛、陈武、陈巧平、刘敏、周军、

何志、叶家高、杨军、刘玲、朱颜。（定向） 

同福碗粥 10 12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向公司提交申购意向书并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的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除了原在

册股东认购外，新增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20名。（非定

向） 

花芯开拓 1.15 805 

本次股票发行已经确定的发行对象为 9 名自然人，发

行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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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定向） 

瑞德智能 10 32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计 10名，包括 7名自然人投资者

和 3 名法人投资者，其中：自然人投资者为原在册股

东 4 名和新增外部投资者 3 名；法人投资者 3 名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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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投资者。发行对象均为符合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定向） 

黑蜘蛛 15 3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要求的投资者。本

次发行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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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4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家公司为深港环保（836054）、多牛传媒（835998）

和高正信息（836259），分别为 19,398.72万元、4,288.46 万元和 3,342.03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

公司为深港环保（836054）、多牛传媒（835998）和华诺环保（836057），分别为 1,899.63万元、4,288.46

万元和 1,823.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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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054.OC 深港环保 19,398.72 1,899.63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注于环境综合治理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从事污水处理、环境咨询以及环境工程三大业务

领域。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设施工程设计、环境工

程项目及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营管理或受托管理

等，该等服务和技术的主要用途是提供污水治理

设施，按约定的标准提供处理污水服务。 

835998.OC 多牛传媒 4,288.46 501.36 

公司是一家为企业和组织提供互联网品牌管理与

营销服务的专业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媒

体、公关、广告及大数据、投资战略。十多年以

来，通过新闻、专栏、博客、百科、论坛等产品，

服务了上百万互联网行业创业者、从业者、投资

人、媒体。 

836057.OC 华诺环保 1,823.60 351.98 

公司是一家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竞争力、为重

点行业客户提供包括污水处理方案设计、处理方

案实施、处理后净化水回注、污水处理试剂研发

销售、污水处理设备运营维护等完整污水处理综

合解决方案企业。 

836259.OC 高正信息 3,342.03 64.79 

公司成立以来,已由一个纯粹的电脑产品销售商

发展成为一个专业 IT系统服务商。高正电脑公司

立足于本地市场,为各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

“方案”,“实施”,“运营”四位一体的 IT服务。

作为区内领先的 IT系统服务商,公司能够为各类

型企业,行业提供 IT 应用服务,提供覆盖包括

ERP,MRPII,CRM,电子商务,企业 OA,财务管理等

一系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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