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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3月 29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0.78%，收报 1280.86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16%，收报 1241.00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17 家，协议转让增长 12 家，做市转让增加 5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7.07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3.89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3.18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

市转让成交 11904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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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 4891 6308 

当日新增家数 5 12 17 

总股本（亿股） 1216.49 2489.87 3706.36 

流通股本（亿股） 635.65 696.16 1331.81 

成交股票只数 766 229 995 

成交金额（万元） 38946.65 31832.68 70779.33 

成交数量（万股） 7496.48 4322.67 11819.15 

成交笔数 11904 859 1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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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今日无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2 做市公司公告 

（1）星合众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北京星和众工设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拟与田有明、刘庆、潘澍、汪为健、杨建波、杨增帅、刘贯杰、马新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北京星和新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18号 A座 508室，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4,2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71.00%。 

（2）三多堂：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三多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基地海宁市影视科创中心 16楼 1618-19室，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0,000元。 

（3）智能祥赢：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北京志能祥赢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张家顺、李晓平、

孟卓源、汪绪海四位自然人对合肥顺昌进行增资扩股。参股后，合肥顺昌的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其

中志能祥赢出资 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4）盛迪乐村：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绵阳圣瑞达禽业有限公司拟与梓潼县石榴养

殖专业合作社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绵阳圣凤源禽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6,66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2,74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76.47%。 

（5）中设正泰：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与张丁、晁毅恒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注册地为乌

鲁木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83.34%。 

（6）丹田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珠海校里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校里信息 55%的股份。2015 年 6 月，公司以 248 万元购买珠海飞企软件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校里信息 45%的股权，校里信息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5 年 7 月校里信息增资至 500

万元，新股东珠海满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入 200 万元，持有校里信息 40%的股份，公司同时投入 100

万元，合计持有校里信息 60%的股份。 

（7）林格贝：公司发布对外小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林格贝集团（美国）有限公司

（LingonberryGroupCO.,LTDUSA)，注册地为美国特拉华州，注册资本为美元 322,400.00 元。本公司拟

设立全资子公司大兴安岭林格贝新营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小扬气镇，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0,000.00元。 

 

1.3协议公司公告 

（1）中成新星：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中成新星油田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 IbrahimSamiMohamed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埃及新星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地为阿拉伯

埃及共和国开罗省开罗市，注册资本为埃及磅 2,000,000 镑。其中公司出资埃及磅 1,300,000 镑，占注

册资本的 65.00%。 

（2）琥崧智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上海锐品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上海琥崧锐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宝山区逸仙路 2816 号 1 幢 B702，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0%。 

（3）明朝万达：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自然人李晓、凌中美、刘娟、刘凯共同出资设立参

股公司北京十安赛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元，其中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1.10%，1,555,000.00元作为注册资本。 

（4）中科通达：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对武汉渊哥创意文化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投资额为人

民币 600,000.00元，增资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60%。 

（5）鸿业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人民币 1000万元，即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认缴全部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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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6）房米网：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房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上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本公司拟与公司股东黄碧玉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厦

门海润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厦门，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

民币 8,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80.00%。 

（6）开源证券：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国都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投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政、刘亚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浦江

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2,5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35%。 

（7）古莱特：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美国兰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LandyEnergyServices,Inc.

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美国兰德投资公司 LandyEB5,LLC，注册地为美国休斯敦（Houston），注册资

本为美元 4,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美元 2,1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2.50%。 

（8）动脉智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一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济宁市翠都国际 C座 4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 元。 

（9）贝特莱：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贝特莱信安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二道软件园一期 4栋 518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 

（10）来也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贵州大娄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贵州水银河大峡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

仟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柒佰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11）驰达飞机：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控股子公司西安厦鹭刀具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西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元。 

（12）斯派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斯派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20号 1座（1座）610 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13）西科种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绵阳西科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到人民币 39,450,100.00 元，即绵阳西科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8,450,100.00 元，其

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8,45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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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普数据 5.36 1072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同时本

次发行对象不包含公司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员工、员工持股平台。（非定向） 

泰力松 13-14 392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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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包括 2 名机构

投资者和 6名自然人投资者。（定向） 

通宝光电 16 2880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汤小龙、钱丽、

吴玉琴。（定向） 

昌盛日电 1 11643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现有股东，符合《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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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向） 

超能国际 6 48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和其他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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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人适当性管理规定的

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中，非公司

现有股东合计不超过 35家。（非定向） 

延庆环保 3.6 25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外部投资

者，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形式认购。（定向） 

氟特电池 6.75 1500 

本次定向发行的两名发行对象中,张家港保税区浩正

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原在册股东,常永兵为公司董事,

并兼任公司在册股东深圳市前海长岛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定向） 

凌之迅 1 1300 公司现有 9名股东。（定向） 

信维电子 3 1500 公司全体股东。（定向） 

众智同辉 3 247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相关规定的投资

者。发行对象拟不超过 5名合格投资者。（非定向） 

金福泰 5 3496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员工，共计 31名。（定向） 

易信成 7.3 1883.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自然人陈江。（定向） 

斯派力 4 32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和其他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人适当性管理规定的

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中，非公司

现有股东合计不超过 35家。（非定向） 

天畅环保 1.5 85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员工共计 13名自然人，其中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6名，核心员工 7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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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24家。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超能国际、

京弘全、长虹能源，分别为 259,187.11 万元、66,911.56 万元、45,984.93 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

司为长虹能源、京弘全、绿邦作物，分别为 2,643.76万、1,427.10万元、1,0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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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239.OC 长虹能源 45,984.93 2,643.76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电池能

源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836275.OC 晶杰通信 12,461.79 133.49 

杭州晶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手机零售、

移动集团业务、电信增值业务的综合性通信运营

公司。 

836277.OC 中科恒运 924.22 53.20 

该公司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主营业务

是电子政务软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

服务，主要向各级各类政务服务中心、党政机关

的社会管理机构、军工院所等领域的客户提供软

件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并向这些客户提供应用

软件定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等服务。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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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313.OC 俏佳人 1,366.88 94.14 
公司主营业务是以整形美容、皮肤美容为主的诊

疗服务。 

836316.OC 松兴电气 9,082.09 827.24 从事智能化焊接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 

836335.OC 丑小鸭 1,482.17 52.15 制作儿童剧。 

836355.OC 闽申农业 8,485.49 113.81 

公司主要从事菇类产品与水产品的初加工、出口

销售业务，同时也从事菌棒出口以及水果进口销

售业务。 

836368.OC 星河光电 10,751.06 537.72 
专业从事 LED照明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836453.OC 锐达科技 8,949.32 255.79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慧教育软硬件及解决方案

的研发、生产、应用、销售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 

836461.OC 博岳股份 9,811.10 259.27 

公司是一家大型的电子商务、呼叫中心运营及网

络服务供应商，主要从事大数据挖掘、分析、应

用、呼叫中心运营、运营商业务线上营销渠道、

云服务、网络与信息服务业务。 

836471.OC 兰博生物 5,978.42 -873.05 主要生产产品为烟酰胺，其年产能力为 2000吨。 

836482.OC 京弘全 66,911.56 1,427.10 

专注于智能终端产品研发、制造及移动互联网应

用一体化的 EMS专业服务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836484.OC 九言科技 534.05 -1,497.01 

公司以做女性服装导购为主营业务，旗下的“图

图购购”网站和“微博图购”手机客户端均是公

司为女性朋友们量身打造的时尚平台。   

836537.OC 正润股份 348.79 183.77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的管理与运

营服务，主要包括创业培训及咨询服务、投融资

服务、标准厂房和公寓楼、办公室租赁服务。 

836554.OC 谛听科技 66.08 -805.82 

谛听科技是一个云存储软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提供移动端与 PC 端文件安全快速的存储和

传输同步的应用软件，旗下产品还有智能路由器

如意·云等。 

836557.OC 圣敏传感 983.57 212.46 

主要从事工业消防火灾探测报警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售后服务及消防工程设计、施工、验

收标准技术研究的专业化公司。 

836560.OC 科腾环保 1,480.82 27.80 建筑材料科研、生产、销售。 

836567.OC 核心创艺 69.18 1.88 

是以策划、创意、制作大型剧场 Show、影视剧、

舞台剧和大型演出活动为主的综合性跨界新型

文化企业。 

836569.OC 中燕传媒 705.11 223.37 中燕传媒作为节能环保领域专业的服务提供商。 

836575.OC 绿邦作物 16,861.74 1,025.69 
公司是国家发改委定点的专业农药生产厂家，是

以研制、开发、生产新农药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 

836581.OC 捷思锐 3,896.30 -116.59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多媒体行业融合通信解决方

案提供商和集群通信运营服务提供商。 

836679.OC 科睿特 804.27 337.36 
科睿特是一家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大数

据、GIS 地理信息等前沿技术，结合各类智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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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备二次开发，重点从事智慧政务、智慧社区、

智慧教育、智能工业、智慧物流、智慧园区、智

慧生活、智慧旅游、智慧环保、电子商务等民生

领域的信息化设计、开发及运营的综合服务机

构。 

836686.OC 超能国际 259,187.11 469.80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主要包括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和供应链金融服

务两大业务板块。 

836734.OC 唐鸿重工 14,643.67 988.30 

是集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混凝土搅拌车、粉

粒物料运输车、自卸车、半挂车、垃圾运输车等

专用汽车的大型专业生产设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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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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