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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4月 13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上涨 0.71%，收报 1310.49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上涨 0.15%，收报 1250.77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19 家，协议转让增长 14 家，做市转让增加 5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8.23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6.08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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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 5081 6523 

当日新增家数 5 14 19 

总股本（亿股） 1247.18 2577.67 3824.85 

流通股本（亿股） 650.44 707.45 1357.89 

成交股票只数 882 236 1118 

成交金额（万元） 60837.24 21460.89 82298.13 

成交数量（万股） 11604.82 4095.09 15699.91 

成交笔数 15502 1266 1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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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焚雅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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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九州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康乐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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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瑞阳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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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联证券有限公司。 

（4）比科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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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5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和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远传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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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

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瑞珑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瑞珑汽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元。 

（2）有米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深圳九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

深圳九宇银河智能互联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注册地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3,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4.07%。 

（3）赛亿智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太一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 A2区办公楼 6层 10705室、10706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 

（4）德安环保：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为扩大控股子公司阿克陶德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规模,增强

其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阿克陶德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增资至 1500万元,即阿克陶德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

资人民币 255万元。 

（5）海纳生物 ：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与高义彪、郭兴军、青岛汇信创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青岛海纳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上海路 34 号三

段五层 519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5.00%。 

（6）同智伟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

准),注册地为南京市(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元。 

（7）晨龙锯床：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丁侠胜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杭州晨龙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信诚路31号扬帆创业大厦3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丁侠胜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元,

占注册资本的 30.00%。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8）恒信玺利：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

信审字[2016]第 1-01138 号审计报告,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216,616,024.20 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689,998,142.75元,资本公积金 431,388,669.18元。 

（9）利隆媒体：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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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本公积为 33,713,694.69 元,未分配利润为 139,963,069.50 元。公司

拟以未来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12股。 

（10）凯大催化：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字

[2016]2108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4,935,980.23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加上

以前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 4,207,521.24 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8,642,840.84 元。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为 48,793,713.86元,其中股本溢价为 47,469,967.1元。 

（11）慧图科技：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572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挂牌公司

的净利润为 20,722,473.45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为 19,272,200.59元,资本公

积为 39,738,630.93元。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55,000,000股为基数,以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可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5元(含税)现金红利,合计派红利 8,250,000元;以资本公积 27,500,000

元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合计转增股本 27,500,000 股。本次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55,000,000 股变更为 82,500,000 股。 

 

1.3 协议公司公告 

（1）锋尚世纪：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锋尚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暂

定名,具体以工商审核为准),注册地为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 26 号 1 幢 6008 室(具体地址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准地址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000.00元。 

（2）金信瑞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西盈信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南

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2号丽原天际 A2820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 

（3）红人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扬州阔图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原人民币 6,000,000.00元增加到人民币 10,000,000.00元,即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00.00元。其

中公司认缴增资额人民币 2,600,000.00元。 

（4）奥咨达：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广州市奥咨达医疗器械研究院,注册地为广东省广

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中二横路 22号 A210-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 

（5）德高化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天津德高化成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到人民币 1,900,000.00 元,即天津德高化成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0,000.00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4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6）经纶传媒：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城市阅读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南京市栖霞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 

（7）汇购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深圳市亿联世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

联世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拟以人民币 600 万元收购亿联世通持有的深

圳喆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喆行科技”)12.50%的股权。 

（8）金诺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合肥金诺儿童育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合肥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元。 

（9）芯联达：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西安芯联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光路 166 号凯瑞 D 座 3 层(具体地址待定,以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为准),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 

（10）新影响：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新影响华文(柬埔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柬埔寨金边,注册资本为瑞尔 1,000,000.00元。 

（11）数字硅谷：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马鞍山宁马青年创业谷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暂定名称,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注册地为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园宁路与园中路交叉口东

北角,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12）康华远景：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中汇会审[2016]1539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3,298,259.18 元,

资本公积金为 18,153,314.33 元,盈余公积金为 309,604.42 元。 

（13）八达科技：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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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中兴华审计[2016]shzh-0010《审计报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

额为 1，278，934。39元，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5，696，796.48 元。 

（14）都邦药业：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

信审字【2016】第 7-00013 号《审计报告》,公司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8,437,270.87 元,未分配利润为 130,771,129.80 元。为保证公司持续发展,同时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回

报,公司拟定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下:以总股本为 60,000,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1.66666667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30,000,000.00元,剩余利润转至下一

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40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68,400,000股。 

（15）亿邦股份：公司发布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公告。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4月 11日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3306011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2015年 12月 31

日,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51,321,001.00 元,未分配利润为

35,470,317.45 元,经公司 2016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决定,公司以现有总股

本 70,07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109,100.00元(含税),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其

中以公司股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5 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0 股,

需要纳税),共计转增 35,035,000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05,105,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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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能股份 19 1930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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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定向） 

恒泰股份 5 400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定向发行对象为公司 1 名

高管和 1名监事。（定向） 

白虹软件 17.50 6178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发行对象为：诚梵新三板 2

号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诚梵 2 号”）、常州高

正久益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正

久益”）、上海斯考安集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斯考安集”）、联合基金 3 号新三板基

金（以下简称“联合 3 号”）、苏州潮运工程机械租

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运工程”）、乔晓光、徐

霞斌、邵卫刚、周运南、郝峰、施立群、鲁碧云、陈

志合，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定向） 

迪恩生物 11.33 1280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定向） 

西域旅游 4 10000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发行，定向发行对象为公司全体

股东。（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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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引控 10 45000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定向发行对象为符合《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

关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和其他经济组织，

拟新引进不超过 35名外部投资者。本次发行采取现金

认购，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定向） 

彩讯科技 2.15 860 

本次股票发行为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的股票发行，发

行对象范围为公司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员工，以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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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的外部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名。（非定向） 

鄂信钻石 7 119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以及其

他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本

次发行的新增股东合计不超过 35名。（非定向） 

福建邮通 1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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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做市商

资格的证券公司等。合格投资者需与公司电话沟通并

取得公司的确认后，于审议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

股东大会召开后与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发行

新增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名。（非定向） 

万全物流 1.6 1789 

公司拟向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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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对象进行股票定向发行，发行对象

合计 35 名，全部为公司核心员工，且均为境内自然人。

（定向） 

中科润金 3.5 1083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股东、董事和核心员工，以

及外部投资者等共 12位，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定向） 

合成药业 25 10000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第（1）条规定的投资者不

超过 35 名。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综合

考虑认购数量、认购对象的类型以及与公司未来发展

的契合度，确定最终发行对象（非定向） 

百川导体 12 3000 本次股票发行为定向增发。（定向） 

宝莲生物 16 216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苏州苏信嘉会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赵东明。（定向） 

天润融通 1.72 791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自然人吴强、李晋、潘威、安静

波，均为公司现任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高级管理人

员，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定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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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晋泽 6 1200 本次发行对象不确定。（非定向） 

汇量科技 59.27 50000-65000 

截止股票发行方案披露时，公司已确定投资者 17名，

均为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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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格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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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39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公司为三联交通、鲁新新材、华谊控股，分别为

12,920.71万元、3,793.70万元、2,112.28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司为三联交通、鲁新新材、华谊

控股，分别为 12,441.18万、3,221.17万元、1,610.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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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725.OC 三联交通 12,920.71 12,441.18 
公司是从事驾驶人考试系统工程及产品；交通安

全，智能交通工程及产品的销售、服务的专业公司。 

836596.OC 鲁新新材 3,793.70 3,221.17 

济南鲁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炉矿渣粉

及微米级超活性矿渣粉、高速铁路轨道板专用掺合

料等系列产品。 

836700.OC 华谊控股 2,112.28 1,610.84 
该公司专业从事塑胶零部件制造、表面深度加工、

模具研发制造等业务。 

836235.OC 银奕达 1,769.37 1,328.46 

公司致力于铝及铝合金制品的开发、生产、加工、

销售，主要生产建筑用隔热铝合金型材与工业铝型

材两大类产品。 

836585.OC 中天园林 1,480.48 1,217.41 

公司主要承接住宅小区、别墅花园、宾馆酒店、机

关事业单位、工厂企业等各类大型绿化工程、园林

小品、小型景观构筑物、安装工程、地形塑造、雕

塑等工程业务，未来会逐渐涉足公园广场、城市道

路等市政类园林项目。 

836689.OC 皓华网络 1,429.80 1,226.43 

公司专业从事无线网络优化系统的设计、实施和代

维服务以及无线网络优化系统设备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836622.OC 中锐教育 1,273.56 1,213.86 

公司为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提供专业整体建设方

案，主要包括：提供实训设备、教学软件、教学书

籍、专业师资，为学生提供就业辅导等教育服务，

并与合作的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进行学费分成。 

835879.OC 派尔特 1,138.03 963.12 

公司致力于通过对外科手术需求的精准掌握，向市

场提供符合“患者创伤最小化，医生操作简单化”

的外科手术器械产品及相关配套服务。 

836574.OC 同仁药业 1,083.83 890.35 

公司公司产品分为兽药、宠物保健品和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三大类别，其中兽药产品包括针剂、片剂、

粉剂、预混剂等六大系列百多个品种。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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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870.OC 山维科技 1,016.15 1,001.44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地理信息领域(包括 3S 技

术)软件开发、软件产品销售及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建设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和 “双软认证”企业。 

836785.OC 晶彩光电 949.18 859.30 
公司公司主营业务为 LED 显示屏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安装及后期维护业务。 

836185.OC 利伟生物 883.72 956.04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原料、食品添加剂、光化学材

料、高档水产饲料及化妆品原料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并专注于液晶用胆固醇、医药用胆固醇、饲料

用胆固醇和 7-去氢胆固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36552.OC 博深科技 724.50 952.68 

西安博深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煤矿

安全设备和技术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高科技

企业，是专业从事煤矿安全检测设备研制、生产、

销售和物探工程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836612.OC 瑞博龙 673.03 501.19 
公司主营业务为丙烯酰胺系列衍生物和丙烯酸酯

系列衍生物的研发、中试、生产及销售。 

836790.OC 禾呈科技 670.22 587.59  

836428.OC 诺佛尔 594.41 541.71 

公司专业从事绿色建筑咨询、绿色建筑机电设计、

区域能源规划及投资、建筑节能工程、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工业能源综合利用、能源管理服务、绿色

建筑项目管理、节能产品开发销售等业务。 

836358.OC 和韵文化 467.76 428.34 
公司主营业务为武当太极剧场的经营管理，包括但

不限于门票销售、演出安排等方面的经营管理。 

836384.OC 瑞真精机 428.85 317.30 

无锡瑞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精密零部

件制造并为相关行业提供工艺技术装备(夹具、液

压夹具、检具)及非标设备的民营高科技股份制企

业。 

836748.OC 光裕股份 371.07 417.12 

公司公司经营范围：汽车空调和压缩机(除特种设

备)的生产，汽车空调系统及其配件、汽车零配件

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36378.OC 创盛智能 367.51 245.52 

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机器人物料搬运系统集成应

用、各类非标自动化设备以及包装系统为核心的研

发、设计、生产工作。 

836541.OC 飞世尔 361.59 307.40 

公司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生

产 LCD电测机、环保清洗剂、电子产品、微电子材

料、化学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以上项目均不含

易燃、易爆、剧毒化学危险品)；国内商业、物资

供销业。 

836773.OC 超力电机 342.06 294.90 
公司是专业开发设计、生产、检测、销售微型直流

电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835725.OC 莱美科技 237.21 375.38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产品和印染产品研究、开发、生

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836418.OC 浙商企业 205.61 173.28 

公司主营业务为人力资源服务，主要包括劳务派遣

服务，人力资源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为广大企业提

供企业服务及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836735.OC 灏域科技 195.78 208.74 公司主要从事高端装备产品的整机工程技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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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成果产业化业务，专注于整机系统集成开发

设计，技术范围包含工业设计、结构设计、热设计、

电磁屏蔽设计、降噪设计、可靠性设计等多个专业

设计领域。 

836440.OC 浦士达 139.11 236.27 

苏浦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高端活性炭研

发制造，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专业生

产高效、安全、环保的活性炭产品，专注研发制造

高品质的净水椰壳炭。 

836747.OC 悦康科创 127.64 186.03 

北京悦康科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药品和

保健品研发、技术转让及医药相关产品代理注册咨

询等业务。 

836731.OC 盛邦安全 116.02 131.78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专业

信息安全服务。 

836771.OC 三上新材 44.26 16.15 

公司通过密切跟踪全球高分子环保薄膜领域新技

术与新产品的发展，为印刷、包装、医药、电子等

行业企业适时引进先进适用的高分子环保薄膜产

品。 

836444.OC 中宇环保 42.35 29.23 

公司专业从事工业废物处理业务，主要回收工业企

业产生的有毒有害的废液及废渣等废物，通过化

学、物理或生物等手段进行减量化处理和无害化处

置，转化为氧化铜、硫酸铜、硫化铜等资源化产品。 

836457.OC 源知环境 20.78 21.10 

上海源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了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为一体、供应专业室内全空气环境

产品为主的企业。 

836319.OC 通网技术 -23.87 -5.93 

深圳市通网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以计算

机网络的设计与施工、电信工程的投资、设计与施

工，以及中国电信市话通、宽带(ADSL)、无线固话

等的代理业务。 

836189.OC 新诺航科 -29.86 14.30 

厦门新诺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嵌入式系统的开

发及应用，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船舶通讯导航设

备。 

836780.OC 新之环保 -99.57 -111.24 
公司主营业务为消费后聚乙烯的再生循环利用，即

聚乙烯的回收、加工生产、销售业务。 

836492.OC 种源农业 -152.34 -26.37 

江西省种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水果

蔬菜等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现代

化企业。 

836672.OC 鑫日科 -250.09 -228.10 

深圳市鑫日科在线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通过

创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培训方式来助力建设企

业学习型组织，促动企业的知识传递与沉淀，为员

工创造智慧化的提升平台，成就企业人才发展。 

836488.OC 影谱科技 -385.97 -385.97 
公司业务涵盖技术服务、技术系统开发、大数据服

务、广告代理等。 

836555.OC 威锋科技 -556.16 -556.34 
深圳聚领威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威锋网进行

商业模式的拓展。 

836506.OC 协能科技 -754.87 -65.93 
公司核心业务专注于提供高性能的电池管理系统

芯片和系统应用方案，目前已开发的系列产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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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电池管理、电源管理芯片，并已开始投入应用

于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电网储能系统、电信基

站后备电源管理监控系统等领域。 

836725.OC 三联交通 12,920.71 12,441.18 
公司是从事驾驶人考试系统工程及产品；交通安

全，智能交通工程及产品的销售、服务的专业公司。 

836596.OC 鲁新新材 3,793.70 3,221.17 

济南鲁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炉矿渣粉

及微米级超活性矿渣粉、高速铁路轨道板专用掺合

料等系列产品。 

836700.OC 华谊控股 2,112.28 1,610.84 
该公司专业从事塑胶零部件制造、表面深度加工、

模具研发制造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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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