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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4月 18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1.47%，收报 1283.41点；

新三板做市指上涨 0.04%，收报 1247.99 点。当日，新三板全

市场新增 21 家，协议转让增长 17 家，做市转让增加 4 家。成

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9.79亿元，其中，做市转让成

交 5.41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4.39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市

转让成交 9905.16 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12521.16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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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 5151 6604 

当日新增家数 4 17 21 

总股本（亿股） 1254.50 2609.35 3863.85 

流通股本（亿股） 654.20 712.80 1367.00 

成交股票只数 862 243 1105 

成交金额（万元） 54052.46 43935.59 97988.05 

成交数量（万股） 9905.16 12521.16. 22426.32 

成交笔数 14164 1109 1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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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精晶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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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中国中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金硕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天津市伟业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天津金硕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天津市宁河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600,000.00 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4,896,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1.00%，天津市伟业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 4,704,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49.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金柏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市金柏生态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柏生态技术”）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鉴于金柏生态技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持续

投入资金的需要，公司拟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他外部投资人联合向金柏生态技术增加投资 1,000 万 

元，金柏生态技术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共计出资 1,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3）上海仙果：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仙果广告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嘉

定区真南路 4268号 2栋 J610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4）璧合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深圳市启赋众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昀润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顾凯共同出资增资参股公司北京无界光合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北京，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8,310.00 元，其中本公司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取

得北京无界光合科技有限公司 21,280.00 元的注册资本，占其总股本的 3.333%；深圳市启赋众联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金 额为人民币 8,000,000 元，取得北京无界光合科技有限公司 85,110.00 

元的注册资本，占其总股本的 13.334%；深圳昀润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 元，取得北京 无界光合科技有限公司 21,280.00 元的注册资本，占其总股本的 3.333%；顾

凯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 元，取得北京无界光合科技有限公司 10,640.00 元的注册资本，占其

总股本的 1.667%。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中悦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陈勇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四川中福益彩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地为四川成都市佳灵路 53号 2栋 1层 16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6,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5%，陈勇出资人民币 3,500,000.00 元，占注册

资本的 3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6）东电创新：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东电微校(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电微校”)拟与任治泉、潘爱民、陆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江西东电微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注册地为南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 

民币 51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1.00%，任治泉出资人民币 2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潘爱民出资人民币 19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9%；陆杰出资人民币 1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

的 1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7）小白龙：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广东小白龙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白龙”或“本 

公司”）与北京互联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立好、李楚生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前海小白龙文

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前海小白龙”），注册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海一 路 

1 号 A 栋 201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250,000.00 元，

占注册资本的 65.00%，北京互联映 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45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9%， 

刘立好出资人民币 15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李楚生出资人民币 15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8）三网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祖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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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京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 

（9）富泰和：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泰和”）拟

将全资子公司香港富泰和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富泰和”）注册资本增加到 1,800,000 美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3 协议公司公告 

（1）金铠文化：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湖南有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登 

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湖路 458号蓝湾国际广场第 A栋 1501号房（以工商

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 

（2）天图物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中文名称为天图供应链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TIAN TU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香

港天图”），香港天图注册地为中国香港，注册资本为 HKD10,000.00 元。 

（3）世德堂：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李晓俊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和戬国际货运代理 （上

海）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奉贤区光泰路 1999 号 15 幢 1158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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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俊出资人民币 4,9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9.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4）瀚特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桂林瀚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桂林市七星区七里店路 70 号创意产业园 7栋 30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5）东惠通：南通东惠通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出资韩币 500,000,000.00 元

（折合人民币约 2,800,000 元，具体金额以缴纳认购资金时的汇率折合为准）,认购(株)RAON 

COMMUNICATION DESIGN 新增股份。此次认购完成后，(株)RAON COMMUNICATION DESIG 的注册资本将由

韩币 200,000,000.00 元（折合人民币约 1,120,000 元，具体金额以缴纳认购资金时的汇率折合为准）

增加到韩币 700,000,000.00 元（折合人民币约 3,920,000 元，具体金额以缴纳认购资金时的汇率折合

为准），本公司对(株)RAON COMMUNICATION DESIGN 的持股比例预计达到 51%，(株)RAON COMMUNICATION 

DESIGN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6）白山国旅：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延边福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 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 191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7）中普防雷：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李勇平，刘华，江文敏，向桂芳，任木南共同出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湖南中普显控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螺丝塘路 68 号星沙

国际企业中心 3栋 506，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2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5.00%，李勇平认缴出资人民币 850,000.00 元， 占注册资本的 17.00%；刘华认缴

出资人民币 4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9.00%；江文敏认缴出资人民币 25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

的 5.00%；向桂芳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任木南认缴出资 1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8）高山农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济公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暂定

名），注册地为云南省普洱市，注册资本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9）新为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为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 8 号金融基地 2 栋 9B 单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最终

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为准） 

（10）中嘉实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德阳市中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设立

全资子公司“中嘉贸易有限公司（以工商为准）”（以下简称“贸易公司”），注册地为四川省德阳市图

门江路 23号（暂定），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8 万元。主营业务为：海水淡化设备、污水处理设备的

销售 4、维护和技术咨询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计算机及软件、五金 交电、矿产品、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

终营业范围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为准）。 

（11）兆信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北京凯迅惠商防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 控股子公司北京凯讯兆通防伪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 胜古中路 2号院 7 号楼 7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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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5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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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迅惠商防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4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本次对外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2）兆信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浙江

维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中防验证（北京）公共服务平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 8号楼 6层 633 室（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75,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50%。本次

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3）海川能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河北海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保

证运营 资金充足的前提下，计划将部分闲置资金用于认购河北华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

“华茂资本-华银 1 号股权投资基金”,认购金额 200 万人民币。 

（14）超凡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深圳市富泰和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泰和”）

拟将全资子公司香港富泰和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富泰和”）注册资本增加到 1,800,000

美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5）海川能源：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超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CHOF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注册地为香港 中环湾仔骆克道 53-55 号恒泽商业大厦 

7/F（7/F, SPA CENTRE, NO. 53-55 LOCKHART ROAD, WAN CHAI, HK ）， 注 册 资 本 为 港 币 10,000.00 

元。 

（16）飞博共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飞博文创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

博 文创”）拟参与厦门左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山文化”） 增资，飞博文创总投资人民

币 30 万元，占其 30%股份。本次增资后，左山文化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0 万元增加到 100 万元。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7）飞博共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飞博文创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

博 文创”）拟参与厦门市幸福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力”） 增资，飞博文创总投资人

民币 80 万元，其中 12.50 万元作为幸福力 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67.5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

后，幸福力 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 万元增加到 62.50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8）飞博共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飞博文创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

博 文创”）拟参与甚妙动漫（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甚妙动漫”）增资，飞博文创总投资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 55.55 万元为甚妙动漫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44.4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

甚妙动漫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增加到 555.55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9）方元明：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北京星昊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吴培英、牟萍共同出

资设立子公司北京市京西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 区北苑路 13 号院领地 OFFICE，

C 座 503（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结果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

民币 13,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5.00%，北京星昊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050 万元，占注册

资本 35%；吴培英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牟萍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本次对外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今日公司定增情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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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长兴 22.5 6,075.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北京新意诚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

司。（定向） 

兆晟科技 32.30 1,700 
拟向 3 名机构投资者财通证券、九州证券、国海证券

发行。（定向） 

浩瀚股份 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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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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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具有一定风险识别

能力，认可公司所处行业及商业模式的机构投资 者或

自然人，本次新增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35名。（非定向） 

中瑞新源 1.8 1,800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 3 名现有股东薛江峰、王秋丹、

韩蓬。（定向） 

白山国旅 1.00 1,300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公司全体在册的 4 名自然人股东赵

万春、许洁、许均、黄广生。（定向） 

起点人力 8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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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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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风险识别

能力，认可公司所处行业及商业模式的机构投资 者或

自然人，本次新增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35名。（非定向） 

山水股份 1 5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现有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刘亮。（定向） 

图敏视频 2.19 5.69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部分董监高及公司核心员工，合

计 26人。（定向） 

力港网络 5.6 176.96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35 名自然人，其中 1 人为公司

原股东，34 人为公司核 心员工。核心员工已经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 

征求意见，第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发表了明确意见，

且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定向） 

方德股份 10-13 1,95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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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恒缘新材 5-6 5,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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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凯德石英 3 180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为 3 家具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 投资资格的投资机构及 2 名具备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资格的境内自然人。（定向） 

凯金能源 10-13 2,6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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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白虹软件 17.5 6,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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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峰、施立群、鲁碧云、陈志合，发行对象以现

金方式认购。（定向） 

信拓物流 3.5 52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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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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帝通新材 1.18 1,513.94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 21 名自然人投资者，该发行对象

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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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 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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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24家。 

今日挂牌的公司中，2014年营业收入最高的三家家公司为华士食品（836475）、中电罗莱（836372）

和翔龙科技（836809），分别为 51351.24万元、21046.49 万元和 20070.72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家公

司为枫华种业（836531）、中电罗莱（836372）和唐人影视（835885），分别为 3063.32 万元、2058.54

万元和 1995.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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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85.OC 唐人影视 7,813.89  1,995.80  

公司业务包括影视投资、影视制作、影视发行、

动画制作、后期制作、艺人经纪、广告营销等，

并自备摄影棚、服装道具库等。 

836291.OC 红宇股份 4,685.63  266.73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膨润土技术 研发、规模化生

产、内外销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意大利

LAVIOSA CHIMICA MINERARIA S.P.A.的合作伙

伴，是世界膨润土行业的精加工基地。 

836360.OC 中智云游 403.73  26.18  

公司是一家以旅游电子商务为业务核心的互联

网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给客户搭建智慧旅游

平台，提供智慧旅游 O2O 服务，进行智慧旅游

应用建设，主要包括：智慧旅游二维码目的地

营销系统、诚信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智慧

旅游大数据系统、智慧旅游统一支付平台、基

于 3G 的无线商务应用支撑平台等。 

836365.OC 乓乓响 5,991.83  650.64  

公司一直专注于市场发展需求，持续提高服务

水平和管理效率，销售规模不断提升。公司严

格按照 ISO22000 和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运作，建立了一套科学规范的作业流程和服务

标准。公司严把质量关，十分注重在原料采购、

保鲜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的安全控制，已形

成一整套从田间到食堂的安全、健康保障体系。 

836372.OC 中电罗莱 21,046.49  2,058.54  

公司定位于铁路轨道交通及电力电网等新能源

行业的电气产品专业供应商，为行业客户提供

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兼具一般贸易及供

应链管理。 

836436.OC 浮力森林 9,122.80  290.95  公司主要以生产销售各类高级西点、面包等烘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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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食品为主，公司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

化的管理方法和环保理念来制作健康、纯正、

高品质的烘焙产品。 

836475.OC 华士食品 51,351.25  646.24  

华莱士整洁的就餐环境，便携的产品组合，简

洁的形象包装，大众化的食品定价是华莱士人

践行环保，厉行简约、乐于分享的一贯倡举，

将价值的真实意义还原，永远让消费者获得新

的消费满足感 

836531.OC 枫华种业 17,637.74  3,063.32  

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1998 年的河南枫华种猪改

良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公司定位是：1、

与世界最先进的种猪育种公司全面合作，在河

南省繁育推广世界上最优良的种猪。包括与占

世界市场份额第一的种猪配套系育种(PIC)公

司以及与享有主导地位的高品质种猪基因供应

商海波尔(Hypor)公司合作，繁育推广 PIC配套

系父母代种猪以及优良的杜洛克、皮特兰种猪

及海波尔配套系列种猪，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836568.OC 亿商联动 3,028.81  48.59  

公司一直致力于建设电子商务专业信息资讯平

台，并通过该平台为客户提供新媒体营销、电

子商务信息及咨询服务，获取营业收入。公司

以自有的亿邦动力网、移动端 APP、微信公众

号及 RSS 等平台提供电子商务专业信息资讯，

用户包括电子商务相关企业、政府机构，电子

商务从业者及经理人。 

836605.OC 立达股份 8,919.06  76.10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矿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

绞车系列产品及其零配件、辅助运输设备、电

气产品和洗选设备。 

836627.OC 富源股份 6,664.06  170.06  

公司主要从事换热器、储液器以及 U型管等制

冷设备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自

设立以来，一直从事以制冷设备领域的换热器、

储液器和 U型管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36642.OC 新鲜传媒 426.57  18.02  

公司是影视节目制作及服务提供商，主营业务

为影视节目和音乐节目的制作以及相关影视策

划。主要产品类型涵盖电视节目制作、影视策

划和音乐节目制作等多种产品形态，并以此为

基础进行电影制作和衍生产品的开发。 

836651.OC 正迪科技 6,270.25  856.25  

公司是首家实施防伪防窜包装一体化高科技个

性化标签提供商，为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副理事

长单位、中国防伪技术协会会员单位。正迪创

造性地提出了随机图像识别防伪原理，拥有目

前中国防伪行业协会“极难伪造”评级的“随

机图像识别防伪技术”相关专利，是第十届、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单位。 

836655.OC 安正软件 1,031.03  -1.84  

该公司主营业务是以数据解决方案为体系的软

件服务、技术支持服务和第三方软件销售。金

融业是大数据的重要产生者，交易、报价、业

绩报告、研究报告、统计数据公报、调查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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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数据来源，金融业也高度依赖信息技术，

是典型的数据驱动行业。 

836707.OC 金刚文化 5,678.83  1,348.30  

江苏金刚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

为面向文化旅游产业，基于智能机器人(大型重

载工业机器人、高表情仿生机器人、四足自然

行走仿生机器人等)、机器视觉以及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等新一代科技技术，为客户提供高科

技文化体验设备。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

于为旅游景区、景点、主题公园、城市综合体

提供创意策划、总体规划、科技艺术效果执行、

科技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科技体验项目建设

的整体解决方案. 

836740.OC 世纪森诺 2,736.37  196.18  

公司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基站授

时天线、终端天线、射频组件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产品应用于移动通信基站系统、卫星导

航系统等通信装备领域。公司主要产品为基站

授时天线、终端天线和射频组件等。其用途为：

在移动通讯、卫星通讯、电力、交通、军事系

统以及专业网等领域，通过授时系统及导航定

位产品接收卫星信号，信号经处理后提供时间、

位置等信息。 

836750.OC 康利物联 4,614.06  -12.78  

公司是一家长期致力于条码制作,数据采集,数

据处理,条码系统集成,条形码设备制造的高新

科技企业,是香港怡德集团的所属企业,是中国

企业自动识别应用领域的领先者 

836793.OC 金晟科技 2,569.28  160.89  

公司是一个拥有多年丰富 IT 从业经验和强大

行业基础的专业公司。公司长期服务于系统集

成、综合布线、软件开发、计算机销售与维修、

工业自动化控制等信息化和电子化的高科技服

务业务领域。 

836795.OC 狼和医疗 2,051.81  210.28  

公司是在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日渐完善的背景下

成立的，主要与中山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和

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专业从事医

疗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及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俩大

临床科研基地。 

836804.OC 棓雅生物 4,920.11  125.87  

公司是专业从事五倍子系列产品精、深加工的

科技型企业，通过多年诚实守信和认真严谨的

经营，已形成工厂+基地+农户+市场的完整链条

模式。 

 

836805.OC 安徽设计 7,834.84  330.68  
公司是安徽省首家企业申报并获得国家建设部

批准的建筑设计甲级资质的设计事务所。 

836809.OC 翔龙科技 20,070.73  1,320.96  

公司主要生产锅炉部件设备、特种管件弯头等

产品，为整合资源、集约优势，使企业做强、

产品做专，于 2003年和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海陆锅炉有限公司)合资创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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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海陆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迎合新常

态，提升中国装备制造的发展战略，于 2015年

11 月改造更名为“无锡翔龙环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经过多年持续创新发展已形成年制造余

热锅炉、汽化冷却烟道、精炼水冷烟道、水冷

炉盖、膜式水冷壁锅炉等产品 20000 吨的生产

能力。 

836817.OC 优普惠 6,367.13  69.34  

公司主营药用辅料、药品的研发和销售业务，

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GSP 证书)、进出口经营权、

自理报关报检等资质。公司是美国亚什兰、德

国赢创、德国默克的代理商，主要代理和经销

填充剂、黏合剂、崩解剂、润滑剂、包衣材料

等常用口服固体制剂类药用辅料及部分注射剂

辅料产品；主要客户有国药集团、哈药集团、

齐鲁制药、山东步长制药等。 

836818.OC 贝恩施 7,116.24  -32.64  

公司自设立以来，提供包括母婴、汽车、数码、

办公用品等商品的互联网零售服务。公司及子

公司凯歌电子、金万豪贸易依托互联网技术，

打造自主婴童用品品牌，通过 B2B 及 B2C 电

子商务模式进行产品的线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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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