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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日报   

新三板日报(02.16)—公募百亿投资新三板定增 

                           最爱金融先进制造和信息产业 
[table_news]  

【行情速递】 

02月 15日，挂牌公司共计 5705家，做市/协议分别为 1310家/4395

家。当日有成交股票 786 只，做市/协议分别为 657 只/129 只。当

日成交额 3.98 亿元，做市/协议分别为 2.17 亿元/1.81 亿元，市场

整体换手率为 0.060%，做市/协议分别为 0.088%/0.039%。 

指数方面，三板成指收于 1317.97 点，下跌 0.75%；三板做市收

于 1251.17 点，下跌 0.54%。个股方面，成交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股票共 5 只。 

【定增动态】 

02 月 15 日，共有 6 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募集资金 2.88 亿元，

发行 PE 中值 14 倍，发行 PB 中值 2 倍。 

【新股挂牌】 

02 月 15 日，共有 18 家新股挂牌企业，其中制造业 8 家；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 家。 

【新增做市】 

02 月 15 日，没有企业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 

【市场要闻】 

【中国经济网】公募百亿投资新三板定增，最爱金融先进制造和

信息产业 

【中国资本证券网】飞博教育申请挂牌，新三板将现在线英语教

育第一股 

 

 

昨日市场 

[table_yesmarket]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上证综指 2746.20  -0.63% 
沪深300 2946.71  -0.58% 
深证成指 9668.85  -0.05% 
中小板综 10117.74  0.11% 
三板成指 1317.97  -0.75% 
三板做市 1251.1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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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速递 

02 月 15 日，挂牌公司共计 5705 家，做市/协议分别为 1310 家/4395 家。当日有成交股票

786 只，做市/协议分别为 657 只/129 只。当日成交额 3.98 亿元，做市/协议分别为 2.17 亿

元/1.81 亿元，市场整体换手率为 0.060%，做市/协议分别为 0.088%/0.039%。 

指数方面，三板成指收于 1317.97 点，下跌 0.75%；三板做市收于 1251.17 点，下跌 0.54%。

个股方面，成交额超过 1000 万元的股票共 5 只。 

表 1：指数概况 

指数代码 名称 
最近 

成交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量 

(万股) 

成交额 

(亿元) 

899001 三板成指 1317.97  -9.97  -0.75% 5108.68  2.96  

899002 三板做市 1251.17  -6.74  -0.54% 3860.53  1.76  

资料来源：国都证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表 2：市场概况 

项目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1310 4395 5705 

当日新增家数 0 18 18 

总股本（亿股） 1029.7 2263.94 3293.64 

流通股本（亿股） 500.02 667.91 1167.92 

成交股票只数 657 129 786 

成交金额(万元) 21707.93 18114.97 39822.9 

成交数量 (万股) 4413.72 2625.52 7039.24 

成交笔数 8574 561 9135 

资料来源：国都证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表 3：挂牌公司成交金额前十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转让方式 
最近成交价 

（元/股）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涨跌幅 换手率 

总市值 

（亿元） 
市盈率 

832970.OC 东海证券  协议  9.01  8246.23   916.20   -4.66%  0.70% 150.63  7  

833899.OC 菁英时代  协议  37.00  3330.00   90.00   0.00%  6.32% 50.05  3849  

832043.OC 卫东环保  做市  3.28  3277.75   989.40   -7.34%  9.83% 5.48  66  

830899.OC 联讯证券  做市  2.20  2470.27   1129.80   -3.08%  0.65% 68.78  14  

831963.OC 明利股份  做市  4.46  1540.37   344.00   -2.41%  1.04% 16.28  82  

833330.OC 君实生物  协议  64.00  857.60   13.40   -8.57%  1.36% 17.64  -30  

831644.OC 透平高科  协议  1.27  800.10   630.00   0.00%  0.00% 0.23  -8  

832390.OC 金海股份  协议  26.50  715.50   27.00   462.63%  0.45% 25.18  22  

830815.OC 蓝山科技  做市  3.81  621.67   166.70   0.53%  0.64% 12.89  16  

832046.OC 天安智联  协议  3.30  550.00   166.67   1.4627 17.83% 0.79  -6  

资料来源：国都证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Wind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第 3页 研究创造价值 

 

二、定增动态 

02 月 15 日，共有 6 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募集资金 2.88 亿元，发行 PE 中值 14 倍，发

行 PB 中值 2 倍。 

表 4：定增预案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发行对象 
发行 

价格 

增发 

数量 

（万股） 

预计 

募集资金 

(万元) 

每股

收益
(2014) 

发行
PE 

每股 

净资产
(2014) 

发行
PB 

所属行业 

831794.OC 正大富通 合格投资者 8.00 2,000.00 15,000.00 -0.11 / 1.01 8 批发和零售业 

832758.OC 鑫甬生物 合格投资者 2.00 250.00 500.00 0.02 100.0 1.35 1 制造业 

835801.OC 博大光通 合格投资者 20.00 500.00 10,000.00 -0.02 / 0.53 38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834137.OC 汇锋传动 合格投资者 4.00 500.00 2,000.00 0.28 14.29 2.84 1 制造业 

831762.OC 和达科技 自然人投资者 4.00 200.00 800.00 0.78 5.13 1.70 2 制造业 

835736.OC 掌慧纵横 合格投资者 4.60 105.26 484.21 -2.86 / 4.29 1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资料来源：国都证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Wind 

 

三、新股挂牌 

02 月 15 日，共有 18 家新股挂牌企业，其中制造业 8 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3 家。 

表 5：新股挂牌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 

2014 年 

（百万元） 

净利润 

2014 年 

（百万元） 

所属行业 公司简介 

835901.OC 添力科技 36.01 0.35 制造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锅炉钢结构、物流设备钢结构和冶金设备钢结构等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835741.OC 创益通 91.08 5.21 制造业 

公司致力于各类精密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计算

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数码影音、办公设备、游戏设备等 3C 消

费电子类以及汽车电子精密部件和医疗电子精密部件。 

835966.OC 创新工场 26.85 -0.77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公司致力于为优秀创业者提供全方位创业服务。依托资源优势、先进

创业理念一大批优秀的创业企业在创新工场服务平台的全方位支持

下成长为兼具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优秀创业企业。 

835655.OC 法塞特酒 5.70 -3.30 制造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葡萄酒的生产及销售。公司致力于成为我国葡萄酒市

场上第一家高端私人订制酒庄。 

835814.OC 中恒信 10.22 2.29 建筑业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净化设备生产、净化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安

装和售后服务一体化的公司，生产和销售的无机不燃彩钢夹芯板广泛

用于电子、医疗卫生、制药、食品等隔断与天棚的围护结构。 

835846.OC 南方数码 167.69 11.90 

信息传

输、软件

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公司是一家集数据、软件、服务于一体的中国领先的地理信息产业服

务商，全面面向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以基础测绘、房产、国土、市政、

规划等行业为核心发展地理信息产业。 

835717.OC 新思创 12.65 0.37 制造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 ABS轮速传感器、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电子油门踏板，

电磁阀以及压力传感器等各类电子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 

835847.OC 金钻石油 9.09 -5.26 制造业 

公司立足于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行业，主要产品包括钻机整机及配

件。由于 2014 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下滑，公司将业务领域拓展

到石油钻采工程服务及钻机改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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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786.OC 鄱湖股份 34.54 4.66 
农、林、

牧、渔业 

公司是集养殖、加工、销售和冷链配送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淡水水产

品生产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是淡水鱼养殖销售及水产初加工和深加工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835872.OC 上方传媒 19.66 1.87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公司为 移 动 游 戏 全 行 业 服 务 提 供 商 ，致力于“MITE”

的业务布局，将“M”-Media 即基于移动游戏的全面推广综合服务平

台、“I”-Incubation 即移动游戏投资孵化平台、“T”-Trading 即移

动游戏交易平台和“E”-Employ 即移动游戏行业人才服务发展平台

四大业务有机结合。 

835881.OC 德菱科技 72.24 4.46 制造业 公司是一家生产各种断路器配件和断路器为主的综合型企业。 

835801.OC 博大光通 8.27 -0.29 

信息传

输、软件

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公司专专注于 CWSN 无线云传感网通讯系统技术及相关芯片设计开

发和产业化，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全产业链技术和服务提

供商”。 

835829.OC 聚晟科技 1.50 -1.21 制造业 

公司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跟踪支架的技术研发、制造和销售，开发了

太阳能跟踪支架 5 个系列产品，包括平单轴系列、斜单轴系列、双轴、

方位角和季节可调跟踪支架产品。 

835871.OC 正则咨询 39.25 2.25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

务业 

公司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和 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质，服务领

域涉及民用建筑、工业建设、基础设施、交通工程和水利水电 的项

目管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等咨询业务。 

835790.OC 地星测绘 20.02 0.74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

务业 

公司是集科研、开发、生产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从事测绘工程与地理

信息产业的技术服务型企业。拥有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颁发的测绘甲

级资质。 

835732.OC 匡信科技 3.15 -0.10 

信息传

输、软件

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公司产品为大数据平台软件和大数据行业增值应用软件。如公司开发

的智慧警务系统，可以将公安系统的海量数据清洗整合，形成统一的

大数据平台，公安系统的各个业务单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调用各类数

据，并通过各个应用模块实现各类业务应用，从而为公安业务提供数

据支持。 

835912.OC 阿房宫 143.61 14.90 制造业 

公司是一家主要以中成药的生产研发营销为一体的、有着 30 多年生

产实践经验的现代化企业，现拥有肠胃类、心脑血管类、风湿骨病类、

感冒止咳类等国药准字号产品近百个。 

835798.OC 中研瀚海 31.60 4.97 

居民服

务、修理

和其他服

务业 

公司是国内最早专注于中国服装服饰行业的专业培训机构之一，并致

力于成长为为零售行业提供移动互联网培训与应用的综合服务平台

公司。 

资料来源：国都证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Wind 

 

四、新增做市 

02 月 15 日，没有企业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 

 

五、新三板要闻 

【中国经济网】公募百亿投资新三板定增，最爱金融先进制造和信

息产业 

市场普遍认为，引入公募基金投资挂牌证券可有效提升新三板二级市场的流劝性、

平衡新三板市场供求关系。同时也为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和社保资金等长期资金进入新三

板市场奠定基础。其实，目前公募基金公司已经通过基金专户和子公司进入新三板市场，

从而正在为公募基金产品入市探索可行性方案和积累投资经验。通过机构投资明细数据的

统计显示，2015 年里共计有 232 只基金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投资 744 次，涉及

317 家挂牌企业。共有 19 家基金公司旗下专户产品参与投资 64 次，涉及 49 家挂牌企业。

从投资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 2015 年的 4 月份到 8 月份之间。数据显示，2015 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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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专户及子公司共计投资新三板定增 10.25 亿股，动用资金 103.55 亿元。从投资偏

好上看，公募基金比较热衷于金融业，其次是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值得注意的是租赁行业

进驻前五大行业之一，另外，房地产、医疗保健、能源、日常消费品、电信业务、公用事

业和房地产行业都有所涉猎。从产品参与的集中度上看，艾录股份是最受欢迎的个股，共

计有 17 只产品参与该公司的投资，其他个股依次为富泰和、致生联发、赛特斯、凯路仕、

璟泓科技、景津环保、金润科技、华灿电讯、汉博商业。 

【中国资本证券网】飞博教育申请挂牌，新三板将现在线英语教育

第一股  

 近期，新三板又将迎来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北京飞博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飞博教育已经收到全国股转系统受理通知书，将于 2016 年 4 月左右正式挂牌

新三板。2014 年 6 月，飞博教育获得好未来(原学而思)212.50 万元投资，成为好未来在线

教育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作为国内首家为 B 端市场提供外教服务解决方案的机构，

飞博教育专注于为培训机构输出完整的在线授课体系，包括网络平台、外教师资和教学课

件。B 端机构可根据自身需要，在第一时间为现有的学员提供外教英语课程，也包括为合

作伙伴输出产品课程体系。公开资料显示，飞博教育 2015 年 1-10 月的营业收入为 417 万

元，三年的营业收入以 10 倍速增长，尤其是 2015 年的爆发性增长，为飞博教育在未来资

本市场的定增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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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证券投资评级 

国都证券行业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投资 

评级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赢综合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跟随综合指数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输综合指数 

 

国都证券公司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投资 

评级 

强烈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15%以上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变动幅度介于±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跌幅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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