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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4月 14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0.34%，收报 1306.03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37%，收报 1246.18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41 家，协议转让增长 41 家，做市转让增加 0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9.17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5.26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3.90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

市转让成交 11604.82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095.09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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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4 5120 6564 

当日新增家数 0 41 41 

总股本（亿股） 1248.75 2594.16 3842.91 

流通股本（亿股） 650.80 710.71 1361.51 

成交股票只数 838 229 1067 

成交金额（万元） 52678.78 39039.66 91718.44 

成交数量（万股） 11604.82 4095.09 15699.91 

成交笔数 13664 1127 1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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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恒达新材：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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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 

（2）鑫玉龙：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大连鑫玉龙海洋珍品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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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 

（3）多想互动：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厦门多想互动文化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转让变更为做市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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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票将自 2016年 4月 18日起以做市转让方式进行转让。 

（4）中外名人：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北京中外名人文化传媒股份有

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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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股票转让方式将于 2016年 4月 18日起采取做市转让方式。 

 

1.2 做市公司公告 

（1）红山河：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将子公司宁夏伊味源清真餐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

民币 5,000,000.00 元，即宁夏伊味源清真餐饮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00 元，其中公

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400,000.00 元。 

（2）广安车联：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子公司山东华通二手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设立全资子

公司山东华正拍卖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拳铺镇梁济公路西侧（耿乡村北），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元。 

（3）天戈通信：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宏基盈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天津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 

（4）蓝海骆驼：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 SeacamelsNetworkINC，注册地为美

国洛杉矶。 

1.3 协议公司公告 

（1）科盾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青岛泽海舰船设备有限公司、史成花共同出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山东科盾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山东省莱阳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6,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5.00%。 

（2）中科国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北京弗瑞格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认缴 7,200,000.00 元，王峻认缴 3,600,000.00 元，冯幼平认缴

1,200,000.00 元。本公司拟受让股东王峻持有的北京弗瑞格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出资权利，

对应出资额为人民币 2,400,000.00元。 

（3）联盛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对杭州互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天网络”） 

进行投资，投资金额 400万元，其中 538,500.00元进入注册资本，占注册资本的 35.00%。3,461,500.00

进入资本公积。杭州互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转塘街道双流 643 号 307 室，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538,500.00元。 

（4）佳成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利用公司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 2016年

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额度在 2016年度任何时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5）投中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与李玲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敦煌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北环路与深云路交汇处智慧广场 A栋 1601，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7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李玲出资人民币

3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研究源于数据 3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方正证券新三板资讯 

 
（6）天戈通信：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市中信泰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天津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 

（7）国佳通信：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国佳污水污泥治理总院湖北连锁有限公司 

拟将其子公司杭州智胜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10,804,150元，即杭州智胜实业有限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4,150 元，全部由国佳污水污泥治理总院湖北连锁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此次增

资金额总计人民币 10,000,000元，此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8）诺诚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诺诚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上海市闵行区南沙路 68号 2号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元。 

（9）元丰小贷：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哈尔滨兰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黑龙江元贞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哈尔滨南岗区护军街 54 号 1 层 106 室-6 号，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66.67%，哈尔

滨兰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人民币出资 1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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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丰股份 1.3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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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

在册股东、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等。（非定向） 

创世生态 10-13 13000 

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6

年 4月 15日）下午收市时持有公司股份的在册股东在

本次发行询价过程中，将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在相

同认购价格下享有优先认购权。（非定向） 

施琴信息 1 1750 
本次股票发行为非公开定向发行，发行对象 7名，其

中在册股东 5名。（定向） 

老来寿 5.5 5384 
本次发行对象为吴庆州、许传梅以及其他不超过 33符

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定向） 

欧赛能源 6-7.5 15000 

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名的在册股东及符合适当性

管理要求的外部投资者为本次发行对象，本次定向增

发投资者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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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定向

发行的股份。（非定向） 

思晗科技 8 960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拟定为公司现有股东、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经公司股东大会认定的核心员

工，以及其他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投资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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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5日无新增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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