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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2月 15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0.75%，收报 1317.97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54%，收报 1251.17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18家，协议转让增长 18家。成交金额方面，新三

板交易额单日 3.98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交 2.17亿元，协

议转让成交 1.81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市转让成交 4413.72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2625.52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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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4395 5705 

当日新增家数 0 18 18 

总股本（亿股） 10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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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22.90 

成交数量（万股） 4413.72 2625.52 7039.24 

成交笔数 8574 561 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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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牛商股份：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做市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讯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泰达新材：公司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 2月 16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做市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华雁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华雁云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8 号 1 幢 315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2）裕荣光电：公司发布利润分配公告。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⒛,880,000。 OO 股为基数,以 可分配利

润向全体在册股东每 10股 送红股 3.5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8375元 ,即共计送红股 7,308,000股 、

派发现金红利 383,670.00元 、合计分配利润 7,691,670.00元 人民币,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28,188,000

股。 

1.3 协议公司公告 

（1）翌成创意：公司发布重大合同公告。本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5日与上海工美实业公司签署房屋租赁

合同，公司承租后者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 775 号新华联大厦西楼第四层物业，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承

租期为 201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第一年租金为人民币壹佰陆拾叁万贰仟伍佰元（以后

逐年递增 4%）。2、本公司于 2016 年 1月 8日与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公司承租后者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四号正东集团院内 751D PARK 秀剧场及原花房值班室，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承租

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9 日。双方约定自合作之日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公司需支付的经营

收益为 360万元/年，此后为每两年递增 3%。 

（2）史密富：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出资 100 万元入股上海厉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增

加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 伍拾 万元（ ￥500，000.00 元），占上海厉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本次增资扩股后上海厉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万元），股权溢价 伍拾 万元入上海

厉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资本公积。 

（3）爱知网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四川爱知世元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388 号美年广场 a 座 642，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 

元。  

（4）恒基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恒基集团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注册地为郓城县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5）延利饰件：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中民循环经济产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民社会捐

助发展中心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新设子公司名称为：中民循环经济产业技术开发江苏有限公司，注

册地址：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大道北段 388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 

（6）飞驰环保：公司发布重大合同公告。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淮安市 

白马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签订了《水草打捞船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淮安市白马湖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水草打捞船、水草专用运输船各 10 艘，合同总金额为 916 万元。与南浔 

浔虹河道保洁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3 日签订了《购销合同书》，合同约定南浔浔虹河道保洁有限公

司向公司采购全自动水面清洁船、全自动水域清漂船等设备，合同总金额为 863.3 万元。  

（7）星河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星河重冶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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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地为湖北省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阳发路特 3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  

（8）鑫益嘉：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拟为 5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拟设立香港子公司的名称、营业地址、经营范围等以香港主管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9）西普数据：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陕西西普数据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利用公 

司闲置资金，根据市场情况择机投资理财，投资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10）东方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龙游东方商厦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浙

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人民南路 158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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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大光通 2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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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本次发

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汇锋传动 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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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本次发

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千叶药包 6.2 2294 

公司已确定投资者共 9 名，包括 7 名自然人投资者和 2 家

机构投资者。其中，潘秋嘉、曾莉瑛、张敏等 3 人及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定向发行方案披露时在册股东。（定

向） 

和达科技 4 80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共计 35 名。（定向） 

正大富通 6.5-8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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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本次发

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美兰股份 4.5 801 
本次股票发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7 名具有做市资格的证券

公司。（定向） 

礼多多 7 5992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4 名认购人。（定向） 

峰华卓立 16 177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4 名投资者。（定向） 

红枫种苗 9.8 2940 本次发行对象为一名原有股东，新增两名股东。（定向） 

掌慧纵盈 4.6 484 
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非定向） 

鑫甬生物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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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本次发

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泰金精锻 2.4 720 本次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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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6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4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杉杉能源（835930）、大民种业（835626）、天

雄科技（835833），分别为 146,935.92万元、14,218.10万元、13,006.66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

杉杉能源（835930）、天雄科技（835833）、凯福瑞（835802），分别为 2,206.23万、1,859.58 万元、1,2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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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930.OC 杉杉能源 146,935.92 2,206.23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包括钴

酸锂、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锰酸锂正极材料以及

其他如 NCA、LFP 等产品。 

835626.OC 大民种业 14,218.10 881.67 农作物种子的选育、制种、加工和销售的种业公司 

835833.OC 天雄科技 13,006.66 1,859.58 
汽车零部件及汽车零部件模块化系统集成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 

835788.OC 高立开元 10,969.46 258.57 移动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835802.OC 凯福瑞 9,037.20 1,244.61 从事向日葵种子研发引进、生产加工、销售。 

835978.OC 天戈通信 4,847.58 980.04 
移动通信基站的选址以及基站铁塔、机房等基础设

施的投资和租赁服务。 

835988.OC 云端时代 3,403.02 -1,622.31 
全球唯一自主桌面云及全系列云终端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 

835843.OC 皿鎏软件 3,104.51 134.65 游戏软件的外包服务和自主原创手游的研发。 

835690.OC 信源信息 2,859.89 310.72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软件服务、数字证书技术服

务和无线安全产品销售业务 

835775.OC 用尚科技 2,432.39 643.63 
提供电力调度及相关领域的信息化服务，包括系统

开发与销售，系统运维服务等。 

835736.OC 掌慧纵盈 2,412.11 -2,893.09 
商业 Wi-Fi 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基于大数据的场

景化精准营销服务和企业数据服务。 

835768.OC 中数智汇 1,545.36 87.67 大数据的征信服务 

835890.OC 圣石激光 1,427.64 157.27 

大型三维立体激光内雕机、激光打标机、激光喷砂

机以及 3D打印设备等激光加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并以此为基础向客户提供激光设备综合解决

方案和运营维护管理服务。 

836041.OC 残友善务 242.88 40.33 

为品牌企业提供电子商务一站式解决方案，为品牌

企业提供电子商务规划、品牌营销、店铺设计、平

台搭建、客服管理、日常运营、营销策划等运营服

务，并从事互联网 DIY手工艺品销售，主营业务是

电商代运营和电商自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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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资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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