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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额创年内新高   

重点跟踪公司                         评级 
 

投资要点： 

 市场概况及一周行情：截止周日3月20日，挂牌公司共计6283家，其中做市转

让1409家，协议转让4874家。总股本3689亿股，流通股本1327亿股。新三板成

指收于1284.00，周环比上涨2.06%，做市指数收于1242.50，环比上涨0.27%。

本周共706只个股上涨，601只下跌。 

 成交情况：本周新三板市场总成交数量9.37亿股，环比上升72.56%。总成交金

额为50.78亿元，环比上升53.32%。做市周成交金额26.58亿元，环比上升

33.84%；协议成交金额24.21亿元，环比上升82.58%。做市周成交量5.00亿股，

环比上升42.45%，协议周成交量4.37亿股，环比上升127.60%。 

本周做市转让成交额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卫东环保、明利股份、联讯证券、

优蜜移动、麟龙股份，协议转让成交额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华龙证券、东海

证券、英雄互娱、晓进机械、鸿鑫互联。 

 新增挂牌与做市：本周新挂牌130家企业，均为协议转让方式。待挂牌公司478

家，待审公司1450家。按新增公司数量看，主要分布在工业、信息技术、可选

消费、材料几大行业；按新增股本来看，主要分布在工业、材料、可选消费和

信息技术行业上。本周新增做市公司13家，均为协议转做市。 

 新增做市商：本周30家公司新增做市商，包括为点点客、金田铜业、创新美兰、

卫东环保、海航冷链等。 

 定增融资情况： 本周共有65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融资规模总计24.11亿元。

其中融资规模较大的有光慧科技、红豆杉、中鼎联合、北教传媒、亿玛在线等。  

19家企业实施定增，实际募集资金7.54亿元。 

          市场表现  

百分比 3个月 6个月 12 个月 

三板成指 -10.78% -5.12% -19.36% 

三板做市 -12.62% -5.76% -32.85% 

创业板指 -20.70% 9.65% -7.08% 

上证指数 -17.87% -3.65%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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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三板市场一周行情速递 

1.  指数走势及成交情况 

截止周日 3 月 20 日，挂牌公司共计 6283 家，其中做市转让 1409 家，协议转让 4874家。

总股本 3689 亿股，流通股本 1327 亿股。新三板成指收于 1284.00，周环比上涨 2.06%，做市

指数收于 1242.50，环比上涨 0.27%。 

本周共 706 只个股上涨，601 只下跌，175 只持平，4801 家无交易。其中涨幅前五的公司

分别为祥云股份、兴诺科技、英雄互娱、天涌影视、一森园林，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阳光小

贷、科宏生物、路德环境、同心传动、康沃动力。 

 

表格 1：本周上涨幅度前 10 和下跌幅度前 10的股票 

代码 公司简称 涨跌幅（%） 代码 公司简称 涨跌幅（%） 

834607.OC 祥云股份 17,600.00 832382.OC 阳光小贷 -99.00 

835159.OC 兴诺科技 1,888.00 830940.OC 科宏生物 -88.00 

430127.OC 英雄互娱 1,575.10 833601.OC 路德环境 -84.18 

832133.OC 天涌影视 1,400.00 833454.OC 同心传动 -75.00 

833881.OC 一森园林 1,100.00 832540.OC 康沃动力 -68.48 

430270.OC 易点天下 850.00 835944.OC 科佳商业 -67.78 

834029.OC 中筑天佑 745.45 830848.OC 鑫森海 -58.02 

430741.OC 格林绿化 733.33 831128.OC 大汉印邦 -56.60 

835205.OC 梵雅文化 665.96 832339.OC 远大宏略 -54.77 

430343.OC 优网科技 651.02 833969.OC 江淮园艺 -50.00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图 1：新三板指数走势 图 2：新三板个股涨跌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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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三板市场总成交数量 9.37 亿股，环比上升 72.56%。总成交金额为 50.78 亿元，环

比上升 53.32%。做市周成交金额 26.58 亿元，环比上升 33.84%；协议成交金额 24.21 亿元，

环比上升 82.58%。做市周成交量 5.00 亿股，环比上升 42.45%，协议周成交量 4.37 亿股，环

比上升 127.60%。 

本周做市转让成交额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卫东环保、明利股份、联讯证券、优蜜移动、

麟龙股份，协议转让成交额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华龙证券、东海证券、英雄互娱、晓进机

械、鸿鑫互联。本周做市交易日换手前五的股票分别为卫东环保、赛亿智能、力好科技、明利

股份、世纪网通，对应区间涨跌幅分别为 4.01%、-5.88%、11.54%、1.30%、-9.81%。 

 

表格 2：本周新三板成交数据 

项目 本周 环比（%） 

数量（亿股）：   

总成交 9.37 72.56% 

做市转让 5.00 42.45% 

协议转让 4.37 127.60% 

金额（亿元）：   

总成交 50.78 53.32% 

做市转让 26.58 33.84% 

协议转让 24.21 82.58% 

估值（倍）：   

PE 均值 47.68  

做市转让 PE 均值 40.24  

协议转让 PE 均值 57.39  

PB 均值 6.71  

做市转让 PB 均值 6.67  

协议转让 PB 均值 6.75  

新三板总市值（亿元） 17677.01 3.62% 

平均市值（亿元） 2.81 1.47%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表格 3：做市和协议成交额排名前 10的股票 

代码    公司简称   做市成交额（万） 代码 公司简称 协议成交额（万） 

832043.OC 卫东环保 34,101.76 835337.OC 华龙证券 51,022.51 

831963.OC 明利股份 32,988.57 832970.OC 东海证券 47,944.79 

830899.OC 联讯证券 20,188.45 430127.OC 英雄互娱 32,042.70 

834156.OC 优蜜移动 9,479.86 835094.OC 晓进机械 4,938.01 

430515.OC 麟龙股份 6,663.74 835574.OC 鸿鑫互联 4,817.42 

831900.OC 海航冷链 6,189.10 430011.OC 指南针 4,667.71 

832568.OC 阿波罗 5,554.94 834214.OC 百合网 4,521.59 

430609.OC 中磁视讯 3,837.42 832396.OC 开源证券 4,486.70 

833159.OC 力好科技 3,391.00 430445.OC 仙宜岱 4,042.26 

830970.OC 艾录股份 3,184.03 835248.OC 越洋科技 3,163.56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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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做市交易日换手率前 10 的股票 

代码 公司简称 区间涨跌幅（%） 区间日换手率（%） 

832043.OC 卫东环保 4.01 18.28 

430070.OC 赛亿智能 -5.88 9.83 

833159.OC 力好科技 11.54 4.39 

831963.OC 明利股份 1.30 4.27 

831604.OC 世纪网通 -9.81 3.21 

831712.OC 创泽信息 28.71 3.20 

831620.OC 宝信平台 -8.71 2.27 

831588.OC 山川秀美 -26.00 2.18 

833722.OC 巨科新材 14.96 2.10 

831129.OC 领信股份 1.10 2.05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2.  新增挂牌与做市 

本周新挂牌 130 家企业，均为协议转让方式，新三板挂牌公司总数达到 6283 家。待挂牌

公司 478 家，待审公司 1450 家。按新增公司数量看，主要分布在工业、信息技术、可选消费、

材料几大行业；按新增股本来看，主要分布在工业、材料、可选消费和信息技术行业上。 

本周新增做市公司 13 家，其中协议转做市公司 13 家。                       

 

 

表格 5：本周新增做市公司概况 

代码 简称 做市起始日 方式 主办券商 
做市商

家数 
做市商 

430117.OC 航天理想 2016-3-25 协议转做市 东海证券 2 东海证券,民生证券 

831754.OC 康能生物 2016-3-24 协议转做市 申万宏源证券 4 
恒泰证券,申万宏源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华福

证券 

833503.OC 花嫁丽舍 2016-3-24 协议转做市 中信建投证券 5 
中信建投证券,国金证券,申万宏源证券,信达

证券,兴业证券 

图 3：本周新增挂牌企业行业分布（按数量） 图 4：本周新增挂牌企业行业分布（按股本）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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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765.OC 美之高 2016-3-24 协议转做市 华创证券 6 
国联证券,英大证券,长江证券,国都证券,金

元证券,华创证券 

833832.OC 追日电气 2016-3-23 协议转做市 申万宏源证券 9 

中泰证券,万联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恒泰证

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华创证券,方正证券,

广州证券 

834041.OC 恒业股份 2016-3-23 协议转做市 天风证券 2 中国中投证券,天风证券 

835200.OC 迅销科技 2016-3-23 协议转做市 安信证券 2 南京证券,安信证券 

832556.OC 宏力能源 2016-3-22 协议转做市 中泰证券 4 招商证券,中原证券,中泰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834567.OC 华多科技 2016-3-22 协议转做市 中泰证券 6 
中航证券,申万宏源证券,长江证券,中泰证

券,华安证券,联讯证券 

835759.OC 财人汇 2016-3-22 协议转做市 财通证券 4 光大证券,太平洋证券,万联证券,财通证券 

833071.OC 科恩锐通 2016-3-21 协议转做市 招商证券 3 招商证券,联讯证券,恒泰证券 

834564.OC 光慧科技 2016-3-21 协议转做市 长江证券 5 
天风证券,广发证券,中泰证券,海通证券,长

江证券 

835174.OC 五新隧装 2016-3-21 协议转做市 招商证券 9 

中国中投证券,联讯证券,东莞证券,天风证

券,开源证券,财达证券,长江证券,招商证券,

国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3.  新增做市商的公司 

本周 30 家公司新增做市商，包括为点点客、金田铜业、创新美兰、卫东环保、海航冷链

等。 

 

表格 6：本周新增做市商的公司概况 

代码 简称 新增做市商 
现做市

商家数 
做市商名称 

430177.OC 点点客 民生证券 10 
华鑫证券,广州证券,上海证券,天风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泰证券,

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民生证券 

834178.OC 金田铜业 联讯证券，中山证券 7 东兴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华融证券,兴业证券,财通证券,联讯证券,中山证券 

430236.OC 创新美兰 上海证券 7 华林证券,华安证券,中泰证券,山西证券,渤海证券,国元证券,上海证券 

832043.OC 卫东环保 上海证券 16 

兴业证券,东北证券,中泰证券,万联证券,广州证券,光大证券,东方证券,民生

证券,广发证券,华融证券,中山证券,华福证券,中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安信

证券,上海证券 

831900.OC 海航冷链 上海证券 8 
方正证券,申万宏源证券,联讯证券,东方证券,天风证券,开源证券,中国中投

证券,上海证券 

832453.OC 恒福股份 
中山证券，财富证券，

中国中投证券 
7 广州证券,山西证券,万联证券,广发证券,中山证券,财富证券,中国中投证券 

835265.OC 同禹药包 东北证券 6 中原证券,太平洋证券,万联证券,天风证券,东北证券,西部证券 

831265.OC 宏源药业 东莞证券 11 
民生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天风证券,联讯证券,

东吴证券,长江证券,国金证券,东莞证券 

430292.OC 威控科技 西部证券 6 国联证券,中山证券,中原证券,中泰证券,华金证券,西部证券 

830815.OC 蓝山科技 东莞证券 15 

中信证券,华龙证券,东方证券,国信证券,兴业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光大证券,

招商证券,天风证券,恒泰证券,东兴证券,中泰证券,华泰证券,华安证券,东莞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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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629.OC 合力忆捷 长江证券、中信证券 6 招商证券,东方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华融证券,中信证券,长江证券 

833366.OC 利隆媒体 东吴证券 7 
天风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东方证券,九州证券,德邦证券,西藏同信证券,东吴

证券 

832802.OC 保丽洁 东吴证券 6 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九州证券,联讯证券,安信证券,东吴证券 

430080.OC 尚水股份 天风证券 3 中泰证券,华安证券,天风证券 

430629.OC 国科海博 兴业证券 6 中金公司,广州证券,东吴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上海证券,兴业证券 

831471.OC 北方园林 渤海证券 4 广发证券,九州证券,东方证券,渤海证券 

831999.OC 仟亿达 渤海证券 5 联讯证券,天风证券,英大证券,世纪证券,渤海证券 

832859.OC 晨越建管 
第一创业证券， 

金元证券，江海证券 
6 兴业证券,江海证券,信达证券,天风证券,金元证券,第一创业证券 

430555.OC 英派瑞 联讯证券 15 

广州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开源证券,兴业证券,世纪证券,华安证券,九州证券,

中信证券,中山证券,西藏同信证券,光大证券,万联证券,东方证券,海通证券,

联讯证券 

834772.OC 中悦科技 东吴证券 3 海通证券,光大证券,东吴证券 

831131.OC 兴宏泰 联讯证券 7 海通证券,九州证券,广州证券,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上海证券,联讯证券 

834507.OC 元年科技 华融证券 6 安信证券,东北证券,财富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华融证券,南京证券 

834611.OC 老肯医疗 海通证券 6 申万宏源证券,中信证券,东北证券,长江证券,东方证券,海通证券 

831471.OC 北方园林 东方证券 4 广发证券,九州证券,东方证券,渤海证券 

831345.OC 海特股份 中山证券，渤海证券 6 东莞证券,国联证券,日信证券,兴业证券,渤海证券,中山证券 

830855.OC 盈谷股份 天风证券 10 
光大证券,招商证券,爱建证券,上海证券,长城证券,太平洋证券,东方证券,中

泰证券,广州证券,天风证券 

834909.OC 汉氏联合 中国银河证券 7 
华融证券,东方证券,华福证券,万联证券,中原证券,中国银河证券,申万宏源

证券 

831057.OC 多普泰 民生证券 6 华泰证券,东方证券,国海证券,华融证券,西南证券,民生证券 

831662.OC 搜才人力 信达证券 6 西藏同信证券,上海证券,浙商证券,国泰君安证券,财达证券,信达证券 

832657.OC 光和文旅 海通证券 8 
西部证券,国开证券,首创证券,上海证券,申万宏源证券,中山证券,光大证券,

海通证券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二、 本周定增融资情况 

                    本周共有65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融资规模总计24.11亿元。其中融资规模最大的为光慧

科技，计划募集资金5.25亿元，增发主要用于公司扩大其在教育云服务和产品在线教育领域

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品牌知名度。 

                    19家企业实施定增，实际募集资金7.54亿元。 

 

表格 7：本周融资规模前 20 定增预案信息 

代码 简称 预案公告日 增发价（元） 

PE   

（TTM

倍）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 

（万元） 
所属行业 

834564.OC 光慧科技 2016-3-26  0.00 2,800.00 28,000.00 零售业 

430383.OC 红豆杉 2016-3-24 4.00 28.27 5,000.00 20,000.00 材料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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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586.OC 中鼎联合 2016-3-26 5.00 51.09 3,290.00 16,450.00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299.OC 北教传媒 2016-3-22 13.90 52.29 700.00 9,730.00 媒体Ⅱ 

836346.OC 亿玛在线 2016-3-25 25.06  360.00 9,021.60 软件与服务 

831429.OC 创力股份 2016-3-24  0.00 800.00 8,000.00 软件与服务 

831214.OC 中晶股份 2016-3-24 8.50 133.39 840.00 7,140.00 材料Ⅱ 

833111.OC 国泰股份 2016-3-24 3.50 24.92 2,000.00 7,000.00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1144.OC 欣影科技 2016-3-26 7.00 32.87 963.20 6,742.40 资本货物 

835557.OC 大成科创 2016-3-22 2.00 14.81 2,000.00 6,000.00 资本货物 

831609.OC 壹加壹 2016-3-26  0.00 500.00 5,250.00 食品、饮料与烟草 

430634.OC 南安机电 2016-3-25 1.30 19.65 4,000.00 5,200.00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2148.OC 云媒股份 2016-3-24 25.00 76.48 160.00 5,120.00 软件与服务 

831664.OC 点众股份 2016-3-26 1.00  5,000.00 5,000.00 软件与服务 

834324.OC 安碧捷 2016-3-23 10.00 15.14 500.00 5,000.00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0936.OC 约克动漫 2016-3-22 6.00 23.18 500.00 5,000.00 软件与服务 

835655.OC 法塞特酒 2016-3-26 5.20  900.00 4,680.00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144.OC 欣影科技 2016-3-26 7.00 32.87 614.00 4,298.00 资本货物 

835815.OC 凯天环保 2016-3-25 6.00 16.75 700.00 4,200.00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6263.OC 中航泰达 2016-3-25 13.43 34.50 300.00 4,029.00 公用事业Ⅱ 

资料来源：Wind资讯，德邦证券研究所 

 

三、 政策及要闻 

1. 新三板首只优先股发行成功（证券日报，2016.3.25） 

《证券日报》从全国股转系统获悉，新三板挂牌公司中视文化于3月23日发行优先

股完成备案审查，优先股证券简称为“中视优1”。这意味着新三板首只优先股成功发

行。 

中视文化2014年1月24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转让，主办券商为金元证券 ，主营业

务为广告代理、媒体经营、演艺经纪和影院经营。中视文化是自2015年9月22日股转系

统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优先股业务指引(试行)》及相关业务指南后首家完

成优先股发行的挂牌公司，其将按照中国结算的要求办理优先股登记后正式申请在股转

系统办理优先股挂牌手续。 

中视文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的种类为可累积、非参与、设回售及赎回条款、

不可转换的优先股。本次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00万元，票面股息率为4%，目的是用于

儋州中视国际影城(夏日店)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发行对象海南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是由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及海南扶贫工业开发区总公司双方出资设立的国有

独资股权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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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公司公告 

1. 对外投资 

 

代码 简称 事项 

836227.OC 雅艺科技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武义勤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830858.OC 华图教育 
公司拟将子公司华图宏阳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5亿元，即华图宏阳投资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4亿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亿元。 

833111.OC 国泰股份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青岛国泰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青岛平度市三城路777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

万元。 

835849.OC 上海众幸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众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832657.OC 诸葛天下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诸葛行者（北京）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 

 

2. 收购资产 

 

430177.OC 蓝海科技 公司拟通过现金支付方式收购交易对手持有的铱星世纪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3420 万元。 

 

3. 重大合同 

 

831421.OC 天富电气 
公司与 FAL PLATINUM CONTRACTING 签订《卡塔尔最高教育委员会总部大楼施工之 MEP 工程的供应、安装、测

试、调试和维护分包协议》，合同金额：390,810,000 元。 

 

4. 业绩预告 

共有 10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除磊曜股份预计亏损以外，其他几家均盈利。其中联

兴科技预期净利润变动最大，达到 743%；怡达化学预期净利润增长最多，达到 5500 万元

-6000 万元。 

5. 停复牌公司 

 

代码 简称 

停复

牌状

态 

累计停

牌日 
停牌原因 Wind行业 

832386.OC 深凯瑞德 停牌 94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2357.OC 益通股份 停牌 100 筹划重大事项 公用事业Ⅱ 

832255.OC 建通测绘 停牌 54 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2514.OC 华旺股份 停牌 1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2499.OC 天海流体 停牌 32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2438.OC 润港林业 停牌 5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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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68.OC 中科招商 停牌 63 筹划上市公司股权收购事项 多元金融 

832106.OC 中设正泰 停牌 11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2062.OC 爱科赛 停牌 23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2231.OC 恒盛环保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2230.OC 新伟科技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2212.OC 汇茂科技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2872.OC 飞新达 停牌 7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2819.OC 啸创股份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材料Ⅱ 

832798.OC 吉星吉达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3045.OC 禾健股份 停牌  筹划并购交易有关事项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832916.OC 京东健康 停牌 36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2896.OC 道有道 停牌 8 公共媒体报道 软件与服务 

832625.OC 巴口香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2613.OC 资博股份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2568.OC 阿波罗 停牌 1 存在预计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在披露前已难以保密或已经泄露 资本货物 

832766.OC 沃格光电 停牌 37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2708.OC 三力制药 停牌 54 筹划重大事项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32636.OC 大运科技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2042.OC 高健实业 停牌 9 拟筹划重大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1659.OC 远东钨业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1649.OC 金宏泰 停牌 109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1645.OC 三星新材 停牌  筹划涉及重大事项 材料Ⅱ 

831760.OC 玉如意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758.OC 意欧斯 停牌 122 筹划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831680.OC 麒润文化 停牌 6 筹划重大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1580.OC 苏达汇诚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1566.OC 盛世大联 停牌 35 筹划重大事项 保险Ⅱ 

831549.OC 高新凯特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1639.OC 达仁资管 停牌 129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多元金融 

831610.OC 中成新星 停牌 9 重大不确定事项 能源Ⅱ 

831609.OC 壹加壹 停牌 7 筹划重大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975.OC 温迪数字 停牌 9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1937.OC 建研信息 停牌  筹划存在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1916.OC 商中在线 停牌 18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2036.OC 康复得 停牌 140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32018.OC 固特超声 停牌 4 筹划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831979.OC 林格贝 停牌 88 筹划重大事项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31840.OC 东光股份 停牌 73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房地产 

831802.OC 智华信 停牌 1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1784.OC 贝尔机械 停牌 134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1891.OC 行动教育 停牌 82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消费者服务Ⅱ 

831882.OC 众益传媒 停牌 83 筹划重大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1880.OC 春旺环保 停牌 93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3050.OC 欣威视通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软件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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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746.OC 鲲鹏万恒 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 软件与服务 

834724.OC 国图信息 停牌  筹划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4608.OC 星光影视 停牌 20 重大法律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5042.OC 中加飞机 停牌 6 公共媒体报道 资本货物 

834981.OC 实杰生物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34899.OC 恒大文化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媒体Ⅱ 

834195.OC 华清飞扬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媒体Ⅱ 

834155.OC 海南沉香 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家庭与个人用品 

833995.OC 黄河文化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零售业 

834490.OC 聚标股份 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 媒体Ⅱ 

834411.OC 星娱文化 停牌  存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媒体Ⅱ 

834244.OC 星美灿 停牌  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835696.OC 雅路智能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835675.OC 蓝色方略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5660.OC 美中嘉和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6544.OC 决胜网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6192.OC 馋神国际 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836014.OC 掌游天下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5178.OC 武耀股份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835073.OC 行知探索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5043.OC 洁澳思 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835392.OC 铂澜商业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5243.OC 炬光科技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835228.OC 长望科技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3935.OC 明游天下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消费者服务Ⅱ 

833409.OC 泉源堂 停牌 32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833344.OC 巨网科技 停牌 39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3320.OC 图卫科技 停牌 10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3499.OC 中国康富 停牌 57 筹划存在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 多元金融 

833434.OC 博锐斯 停牌  未能按照有关规定披露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材料Ⅱ 

833416.OC 掌上纵横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媒体Ⅱ 

833218.OC 优森股份 停牌 40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3085.OC 腾飞科技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833071.OC 科恩锐通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3300.OC 利树股份 停牌 4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3290.OC 瑞必达 停牌 9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3269.OC 华美牙科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3775.OC 文旅科技 停牌  拟对公司重组事宜进行论证 消费者服务Ⅱ 

833690.OC 礼多多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零售业 

833689.OC 架桥资本 停牌 27 筹划重大事项 多元金融 

833866.OC 紫翔生物 停牌  公共媒体报道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833858.OC 信中利 停牌 71 筹划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 多元金融 

833788.OC 品尚汇 停牌 54 筹划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 零售业 

833564.OC 乐华文化 停牌 83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媒体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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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531.OC 博亚精工 停牌 19 相关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资本货物 

833505.OC 美的连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3652.OC 一恒贞 停牌 51 筹划重大事项 材料Ⅱ 

833605.OC 龙视星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媒体Ⅱ 

833604.OC 南广影视 停牌 1 筹划重大事项 媒体Ⅱ 

831535.OC 拓斯达 停牌  停牌事项 资本货物 

430605.OC 阿科力 停牌 56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材料Ⅱ 

430604.OC 三炬生物 停牌 56 筹划存在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 材料Ⅱ 

430599.OC 艾艾精工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430613.OC 腾晖科技 停牌 91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608.OC 奇维科技 停牌 18 重大资产重组 软件与服务 

430606.OC 金鹏源康 停牌 50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481.OC 吉瑞祥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430476.OC 海能仪器 停牌 7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430469.OC 必控科技 停牌 43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568.OC 光莆电子 停牌 177 首发创业板申请材料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492.OC 老来寿 停牌 18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430483.OC 森鹰窗业 停牌 55 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 资本货物 

830767.OC 网虫股份 停牌 161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739.OC 银花股份 停牌 34 披露重大信息停牌 食品、饮料与烟草 

430719.OC 九鼎集团 停牌 196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重大事项 多元金融 

830810.OC 广东羚光 停牌 51 筹划重大事项 材料Ⅱ 

830783.OC 广源精密 停牌 17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0779.OC 武汉蓝电 停牌 73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636.OC 法普罗 停牌 17 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材料Ⅱ 

430633.OC 卡姆医疗 停牌 40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430632.OC 希奥股份 停牌 187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714.OC 奇才股份 停牌 42 拟策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430672.OC 东安液压 停牌 3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430643.OC 蓝科泰达 停牌 14 不确定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431.OC 枫盛阳 停牌 19 不确定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430181.OC 盖娅互娱 停牌 158 筹划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430166.OC 一正启源 停牌 30 披露重大信息停牌 软件与服务 

430137.OC 润天股份 停牌 4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232.OC 桦清股份 停牌 628 近期发生重大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227.OC 东软慧聚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187.OC 全有时代 停牌 52 筹划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430036.OC 鼎普科技 停牌 54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029.OC 金泰得 停牌 25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430021.OC 海鑫科金 复牌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118.OC 中钰控股 停牌 58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430079.OC 北汽天华 停牌 182 筹划重大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052.OC 斯福泰克 停牌 15 拟筹划重大事项 消费者服务Ⅱ 

430379.OC 昂盛智能 停牌 81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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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359.OC 同济医药 停牌 201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430352.OC 慧网通达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427.OC 飞田通信 停牌 57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430421.OC 华之邦 停牌 90 筹划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430399.OC 湘财证券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多元金融 

430286.OC 东岩股份 停牌 114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430264.OC 中舟环保 停牌 55 筹划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430240.OC 随视传媒 停牌 174 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430309.OC 易所试 停牌 3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430302.OC 保华石化 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430288.OC 威达宇电 停牌 8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0819.OC 致生联发 停牌 187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1325.OC 迈奇化学 停牌 73 筹划重大事项 材料Ⅱ 

831319.OC 绿蔓生物 停牌 53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31308.OC 华博教育 停牌 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软件与服务 

831377.OC 有友食品 停牌 66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366.OC 国龙医疗 停牌 10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1362.OC 品今股份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1223.OC 江苏中旗 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材料Ⅱ 

831215.OC 新天药业 停牌 188 申请转板上市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31188.OC 正兴玉 停牌 12 存在重大事项 材料Ⅱ 

831277.OC 钢钢网 停牌 164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1262.OC 广建装饰 停牌 39 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831235.OC 点米科技 停牌 14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1492.OC 安信种苗 停牌 64 筹划存在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474.OC 科特新材 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1451.OC 亿海股份 停牌 28 筹划重大事项 材料Ⅱ 

831517.OC 凯伦建材 停牌 66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材料Ⅱ 

831507.OC 博广热能 停牌 10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公用事业Ⅱ 

831505.OC 朗顿教育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消费者服务Ⅱ 

831400.OC 九信资产 停牌 49 存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1399.OC 参仙源 停牌 166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397.OC 康泽药业 停牌 21 重大不确定性的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1436.OC 白水农夫 停牌 49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426.OC 拂尘龙 停牌  筹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商业和专业服务 

831421.OC 天富电气 停牌 5 洽谈重大合同事宜 资本货物 

831180.OC 华苏科技 停牌 29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0906.OC 万事达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0895.OC 玉成精机 停牌 14 重大资产重组 资本货物 

830885.OC 波斯科技 停牌 57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材料Ⅱ 

830948.OC 捷昌驱动 停牌 22 筹划重大事项 资本货物 

830944.OC 景尚旅业 停牌 47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消费者服务Ⅱ 

830936.OC 约克动漫 停牌 10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软件与服务 

830851.OC 骏华农牧 停牌 211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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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838.OC 新产业 停牌 26 筹划重大事项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30822.OC 海容冷链 停牌 94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资本货物 

830865.OC 南菱汽车 停牌 53 筹划收购事宜 零售业 

830862.OC 丰海科技 停牌 77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0858.OC 华图教育 停牌 150 筹划重大事项 消费者服务Ⅱ 

831143.OC 焕鑫新材 停牌 5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1105.OC 盟云移软 停牌 85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1102.OC 湘佳牧业 停牌 160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1176.OC 天鸿股份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资本货物 

831161.OC 伊菲股份 停牌 45 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1144.OC 欣影科技 停牌 236 重大资产重组 资本货物 

830993.OC 壹玖壹玖 停牌 94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食品、饮料与烟草 

830986.OC 伊科耐 停牌 56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0968.OC 华电电气 停牌 58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资本货物 

831035.OC 中天利 停牌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材料Ⅱ 

831008.OC 百华悦邦 停牌 165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技术硬件与设备 

830999.OC 银橙传媒 停牌 4 筹划重大事项 软件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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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

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

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投资评级 

 

一、行业评级 

 

推荐–Attractive：预期未来 6 个月行业指数将跑赢沪深 300 指数 

中性–In-Line：预期未来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持平 

回避–Cautious：预期未来 6 个月行业指数将跑输沪深 300 指数 

 

二、股票评级 

 

买入–Buy：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涨幅≥20% 

增持–Outperform：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涨幅为 10%-20% 

中性–Neutral：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涨幅为-10%-+10% 

减持–Sell：预期未来 6 个月股价跌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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