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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5 月 4 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1.01%，收报 1260.82 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48%，收报 1239.17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27 家，协议转让增长 21 家，做市转让增加 6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6.42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4.12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2.30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

市转让成交 11006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1034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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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 5501 6990 

当日新增家数 6 21 27 

总股本（亿股） 1300.05 2784.34 4084.39 

流通股本（亿股） 681.29 765.54 1446.83 

成交股票只数 842 215 1057 

成交金额（万元） 41236.25 22979.87 64216.12 

成交数量（万股） 7474.25 4893.41 12367.66 

成交笔数 11006 1034 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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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金华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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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远大特材：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公告。本公司股票将自 2016 年 5 月

6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3）中电罗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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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扬德环境：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北京扬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

子公司北京扬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

司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0%，扬德集团出资 40,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

的 80%。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2）游戏多: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裕纶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嘉定区科福路 358-368

号 4幢 1层 E区 J447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  

（3）游戏多: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狮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科苑路 151号 3楼 B86，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4）星立方：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 Star Cube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Paris)，注册地为法国巴黎，注册资本为欧元 500,000.00 元。 

（5）天天美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北京天天美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郑州云之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1508号 C

座 102-1室，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6）德联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石家庄佰德热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河北德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1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1.00%，石家庄佰德热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4,900,000，占注册资本的 49.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7）吉诺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州吉诺应急救援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福州市仓山自贸区（以最终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8）心动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韩国全资子公司 XINDONG KOREACo.Ltd.，注册

地为韩国首尔，注册资本为 1,000,000.00 美元。 

（9）心动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心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向自然人周明

伟、洪墨染共同出资设立的参股公司上海茶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2,000,000.00元。上海茶铁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科福路 358-368号 4幢 3层 D区 3107室，增资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11,111.00元，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1,111.00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

溢价部分人民币 1,988,889.00元计入上海茶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 

（10）心动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心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股的上海变

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后上海变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

民币 7,500,000.00 元，即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750,000.00 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比例转增人民

币 750,000.00元，其余股东以相同方式按照同比例进行转增。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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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协议公司公告 

（1）博为软件:本公司拟与湖南省惠众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长沙壹零壹云医院

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长沙高新开发区文轩路 27 号麓谷钰园 C4 栋 304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020,000.00 元，占长沙壹零壹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的 51%。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三和能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烟台三和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准备

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品种为短期（不超过一年）的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理财产品。购买额

度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即在 1 年内可滚动购买，但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实施方式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具体操作。同时对公司已购买的建设银行 1000.00 万元短期理财产品

（期限为 37天，2016年 5月 19号到期）进行了确认。 

（3）全有时代：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根据公司业务扩展及目前新增经营范围“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公司要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生物医药园设立注册资金 100 万元人民币的全资

子公司，专门从事生物医药技术的引进与研发。注册资金 100万，注册地为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 

（4）君泰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浙江君泰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君泰

股份”）与自然人赵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绍兴市君泰心怡园艺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

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100 万元，其中君泰股份出资 6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60%；赵峰出资 4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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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森园林 3 2,000 

本次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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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本次定向发行新增投

资者共计不超过 14名。（定向） 

永强农业 6 1,43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全部为公司的原有股东黄永强、廖

建功、许薇薇、潘兆红、虞才安、徐厚斌、李枝凤、

陈发祥、钟丽、祁银花、邱晓春、李苍吉、苏宝弟。

（定向） 

宝利明威 17 1,000.28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两名机构投资者（北京江南瑞奥投

资事务所（有限合伙）、郑州江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定向） 

创研股份 1.30 46.5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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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股东合计未超过 35名，

（定向） 

晶科电子 2.3 1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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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规定的其他公司外部自然人投

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组织，本次新增股东不超过

35名，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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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矿股份 8.00 3,30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北京八度思维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定向） 

德联科技 22-26 6,5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符合适当

性管理要求的外部投资者（不超过 35 名），所有发行

对象以现金形式认购。（非定向） 

海南沉香 1.25 7,04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现有在册股东现有股东丁宗

妙、沈根其、沈日华、宋朝霞、曹卫东、陈文学，新

增股东 1 名张金龙。（定向） 

环创科技 9-10 3,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机构投资

者及个人投资者。本次定向发行新增的投资者累计不

超过 35 名。（非定向） 

逸家洁 14 1,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机构投资

者及个人投资者。本次定向发行新增的投资者累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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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6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 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家公司为国通股份（837275）、爱培科（836630）

和华商物流（837193），分别为 32,345.1267万元、26,366.0578万元和 16,526.6887万元；净利润最

高的三家公司为华商物流（837193）、置诚管网（837005）和国通股份（837275），分别为 1901.64万

元、1870.56万元和 616.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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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275.OC 国通股份 32,345.1267 616.4163 

公司成立于 2011年，一直致力于电脑存储设备

及数码电子产品的销售及服务业务，是国内领

先的电脑存储设备分销商。公司主营产品主要

有固态硬盘、机械硬盘、移动硬盘等。通过建

立自有的销售服务网络。 

836630.OC 爱培科 26,366.0578 335.2879 

深圳市爱培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香港得理集

团投资创办的外商独资企业，成立于 2006年，

是中国车联网云视频未来领导者，为全球 50多

个国家地区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方案和产品。 

837193.OC 华商物流 16,526.6887 1,901.6360 

杭州华商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仓储、运输、

配送、信息处理于一体的专业的第三方物流公

司，注册资金 3000万元。 

837215.OC 开利控股 10,572.4979 373.4704 

公司始创于 1985年，坐落于经济高速发展港城

宁波，开利专注于刀片生产制造 15年，是一家

以剃须刀产品为核心产业，兼有刀片制造、男

士个人护理系列产品，户外产品与对外贸易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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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多元化现代集团企业。 

837326.OC 同方瑞风 9,823.5958 489.0820 

公司成立于 2007年，公司致力于绿色公共建筑

和绿色工房节能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

用，面向高端公共建筑及医疗净化、制药、烟

草、食品等行业的广大用户，提供绿建节能技

术整体解决方案及节能服务，并开展系统专用

型及行业专用型节能空调设备的制造与销售业

务。 

837005.OC 置诚管网 9,531.7101 1,870.5625 

公司是上海市第一批专业从事通信工程技术和

非开挖管道工程的企业。具备上海市非开挖技

术协会颁发“管道工程定向穿越施工企业能力

等级认定”一级资质。公司坚持走科学管理、

规范运营、科技发展之路，先后开展了通信、

电力、燃气、供排水等一系列城市管网领域的

非开挖管道工程，可提供从物探、设计、施工、

直至精确测量的一站式服务。 

837140.OC 华中自控 5,916.2974 -351.2271 

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主要致力于重型或超重型机床、专

机及机床附件研发制造、机床再制造及营销为

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公司业务遍及水电、

电机制造（火电、核电）、造船、机床、机械

等行业，在国内自控领域已树立了“重质量、

讲信誉”的美名。 

837351.OC 新申新材 4,396.0560 58.8381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纯度精细化学无机盐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生产的高纯氯

化锶、高纯硝酸锶、高纯碳酸锶、高纯硝酸锰、

高纯无水氯化锰等产品具有高纯度，低杂质、

防结块、无毒环保的性能，被广泛应用在众多

环保领域。 

837245.OC 卓思智能 3,259.2937 -392.9530 

公司自 2009 年 8 月 4 日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实

验室安全环境智能系统设计以及实验室安全环

境智能系统产品的开发以及销售。自成立开始，

便致力于为可能产生危害气体，具有潜在安全

威胁，或对环境压力、气流状态、温湿度、洁

净度、尾气排放等具有较高要求的室内风险环

境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

一直专注于实验室安全环境智能化系统的软件

与硬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837036.OC 神州聚海 3,196.6260 92.1203 

厦门聚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7 年 9

月，目前在上海、深圳、天津、青岛等主要港

口城市设立分公司，自公司创立以来，主要致

力于海外市场业务的拓展，并结合国内市场业

务，为客户提供海运、空运、陆运进出口货物

的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国外代理辐射欧洲、地

中海、美加、南美及中东、印巴等国家，并与

全球 50多个国家近 200家国外代理建立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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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165.OC 梅花信息 2,654.8486 321.4405 

梅花信息成立于 2002年，梅花网隶属于上海梅

花信息有限公司。多年来聚焦于为企业市场营

销(广告、公关和市场研究)部门提供各类信息

情报服务。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跨媒体的广告

监测数据库、新闻监测平台、媒体公关连线等。

在标准化的数据产品基础上，我们还为客户提

供定制的媒体监测类服务，包括针对市场推广

部门的竞争品牌广告监测服务，针对公关部门

的公关传播监测，以及针对战略研究部门的战

略信息监测服务。 

837180.OC 天元环保 1,050.2662 18.6317 

天津开发区天元康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96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致

力于给水净化、工业水处理、污水处理、中水

处理、中水回用工程解决方案的策划、水处理

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安装与维护、以及

恶臭气体、工业废气的净化领域和节能减排产

品的开发利用等。 

837012.OC 精英动漫 709.1199 -1,217.5397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从事自主知识产权的动

漫创作及动漫衍生产品的综合运营。目前公司

建立动画创作、发行、授权、策划为一体的动

漫全产业链，并开发了以“叶罗丽”品牌为核

心的动画及其衍生品。 

836880.OC 庆华科技 668.6818 -475.2275 

公司是专业的蜂巢板生产商，其主营业务为蜂

巢板的技术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公司主要

产品分为幕墙装饰类、结构承载类两大类，包

括玻璃面蜂巢板、云光板、隐耳蜂巢板等多种

蜂巢板。 

837332.OC 百诚医药 595.7837 -161.9552 

公司成立于 2011年，是一家专门从事药物研发

的技术服务企业，专注于药物临床前研究，包

括原料和制剂的工艺研究、质量研究和稳定性

研究等，主要业务包括自主研发、联合研发、

受托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研发对象具体包括

创新药研发和仿制药研发。 

836653.OC 实力文化 519.9734 -474.2023 

该公司是一家集各类影视产品策划制作、大型

演出及公关活动设计制作、影视产品及企业品

牌营销策划、广告制作及媒介代理于一体的创

意执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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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