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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交易概况 

  8月 8日，新三板成分指数下跌 0.75%，收报 1153.15点；

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11%，收报 1093.89 点。当日，新三板

全市场新增 76 家，协议转让增长 76 家，做市转让增加 0 家。

成交金额方面，新三板交易额单日 4.46亿元，其中，做市转让

成交 2.46 亿元，协议转让成交 2.00 亿元；成交数量方面，做

市转让成交 5107.19万股，协议转让成交 4482.19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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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 6612 8223 

当日新增家数 0 76 76 

总股本（亿股） 1476.27 3397.24 4873.51 

流通股本（亿股） 785.15 1036.34 1821.49 

成交股票只数 670 183 853 

成交金额（万元） 24604.54 20005.62 44610.17 

成交数量（万股） 5107.19 4482.19 95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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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重要公告 

1.1协议转做市公司公告 

（1）胜禹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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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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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博远高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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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起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主要做市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2 做市公司公告 

（1）张铁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上海珠玉汇市翡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到人民币 28,000,000.00 元，即上海珠玉汇市翡翠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00,000.00 元，其

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3,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南方制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百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 20,000,000.00元，即上海百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人 民 币 15,000,000.00 元 ， 

其 中 公 司 认 缴 出 资 人 民 币 15,0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3）金力永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力稀土永磁（香港）有限公司在日

本设立全资子公司 JL MAG RARE-EARTH JAPAN 株式会社（拟用名称，以实际注册为准），注册地为日本

东京，注册  资本为日元 30,000,000.00元。 

（4）广电计量：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电

计量”）使用自有资金认购云南航天工程物探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检测”）定向发行普

通股 3,600,000 股，每股认购价格 5.00 元，认购金额 18,000,000 元。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大承医疗：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上海正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傅罡共同出资设立参

股公司杭州瑞承投资合伙企业，注册地为杭州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

资人民币 38,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9.00%，上海正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2,000,000.00

元，占 1%股份；傅罡以货币出资 160,000,000.00元，占 80%股份。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6）大汉三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即济南大汉三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

币 9,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7）海格物流：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必德仓储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深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 

（8）同健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人民币 120,000,000.00元，即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0元，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3 协议公司公告 

（1）中青国际：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清水湾珊瑚宫殿蓝唐假日

酒店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珊瑚大道 17栋一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整。 

（2）宏賸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江苏建投宝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人民币 101,000,000.00 元，即江苏建投宝塑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 元，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3）圣目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自然人张靖、顾冠、宁国涛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天津赛鳌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地为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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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壹号 D座 2门 1101、1102、1103、1104、1105（入驻天津清联网络孵化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0%；张靖出资人

民币 2,7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27%；顾冠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0%；宁国

涛出资人民币 3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3%。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4）风格信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刘奕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梦极互娱科技有

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备案为准），注册地为上海市（以工商登记注册备案为准），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4,3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1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刘奕

出资人民币 4,29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3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5）华宽通：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万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长

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588 号芯城科技园 2栋 2006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 

（6）德平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洛阳德平管道建设有限公司，注册地

点为洛阳市高新开发区河洛路三元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 

（7）晶宝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自然人薛斌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成都奔月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百叶路 8 号晶宝工业园主楼 201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6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6.00%，薛斌出资人民币

4,4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4.00%（最终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的信息为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8）光合文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刘红立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拱辰活力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房山区辰光东路 16号院 5号楼 1207，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7,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刘红立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9）光合文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光合星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北京市房山区辰光东路 16号院 5号楼 1206，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元。 

（10）光合文创：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光合星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房山区辰光东路 16号院 5号楼 1208，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元。 

（11）立澜科技：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济宁立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 

（12）小羽佳：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与欧阳琳彤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厦门优管家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注册地为厦门市（具体地址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定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600,000.00 元，

占注册资本的 80.00%，欧阳琳彤出资人民币 40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2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

关联交易。 

（13）安趣股份：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2016年 8月 8日，本公司与北京浩歌通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浩歌通途”）的股东厍从新、李佳宸、王少辉先生于北京签订协议，交易标的为厍从新、

李佳宸、王少辉所持有的北京浩歌通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各方经充分协商一致确定标的

资产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安趣股份同意以向浩歌通途股东各方支付现金的方式作为购买标

的资产的对价。在签署本协议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对价的 70%，标的资产完成交割后 5个工作日内，

支付交易对价的 30%。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14）怡钛积：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将子公司怡钛积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港

币 9,348,400.00 元，即怡钛积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港币 9,338,4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

资港币 9,338,400.00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15）国瑞环保：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国瑞天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上海长宁区广顺路 33号 8幢 1层 1243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元。 

（16）谢馥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谢馥春(丹江口)化妆品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湖北省丹江口市右岸新城武当大道 1号沧浪海旅游港沧浪小镇 B4栋铺位号 101，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3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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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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佰惠生 6.00 1,608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张银波、董事于德江及

拟认定的对于公司有较大贡献的核心员工，共计 35名。

（定向） 

黎明钢构 1.20 840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投

资者，共计 21名。（定向） 

贵交科 2.00 2,048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目前公司在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不超过 29名自然人，其中在公司

任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 8 人，核心员

工不超过 21人。发行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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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定

向） 

禹鼎电子 2.00 600 本次股票发行拟发行对象为自然人投资者 1名（定向） 

麦凯智造 7.50 91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

规定的合格个人或机构投资者，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非定向） 

一拓通信 2.50 325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定向发行，公司拟向吴强生、武

明根、叶强、周海蓉、管政、宛红民、朱邦奇、汪家

财、叶丽华九位董监高及潘艳、王佳伟、尹亮、黄从

爱、丁薇、陈海燕、关海龙、王伟、张阳九位拟认定

的核心员工定向发行股票。（定向） 

合全药业 123 36,9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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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适格投

资者；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名。（非定

向） 

航天检测 5.00 1,9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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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格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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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9日新增挂牌公司共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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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医疗（838138）、七彩化学（838276）

和恒晟能源（838919），分别为 32,301.35万元、32,271.41万元和 24,840.63万元；净利润最高的三

家公司为思迅软件（838758）、华时捷（838396）和七彩化学（838276），分别为 2,957.72万元、1,878.97

http://www.baidu.com/link?url=8_8PzzBE3R-X6gyNEiPVdZxRFnzTff7-uV0MHQ4YB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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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和 1,817.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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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138.OC 华源医疗 32,301.35 826.88 
公司成立于 2010年，公司主营业务为 PVC手套

和丁腈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38276.OC 七彩化学 32,271.41 1,817.54 

公司专注于煤焦油精细化学品开发和生产、以

高性能有机颜料开发为核心，现为国内最大的

1，8－萘酐和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性能有机颜料

及大分子系列高性能有机颜料研发生产及深加

工基地。 

838919.OC 恒晟能源 24,840.63 425.99 

本公司系面向全国的石油化工流通领域的贸易

商，主要经营成品油和化工油贸易，包括油品

批发和仓储业务。 

838421.OC 新黎明 21,993.01 118.09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司主营业务是防爆电

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防爆仪表、防爆风

机等系列防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838923.OC 瑞捷光电 19,752.42 337.52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为视听类家电整机厂商、

LED 芯片厂商及封装厂商提供包括光学透镜、

扩散板、塑胶件及精密模具等产品。 

838352.OC 桑莱士 17,428.41 424.37 

公司始创于 2003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制造商！公司拥有十多年的

研发经验及国际领先技术水平，专业致力于汽

车胎压监测系统、汽车传感器、汽车主动安全、

手机摄像头模组、光学镜头等产品。 

838396.OC 华时捷 16,400.63 1,878.97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水处理设备的研发；通讯

技术研发；软件开发；有色金属综合利用技术

的研发、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水污染治理；环境与生态监测；大气污染治理；

固体废物治理；土壤修复；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危险废物治理；其他污染治理；工程环

保设施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

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环保、社会公共服务及

其他专用设备、专用仪器仪表、环境污染处理

专用药剂材料的制造；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

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批发。

垃圾车销售。 

838549.OC 金博士 16,000.20 335.10 

公司是专业从事农作物新品种开发、各类农作

物种子生产和销售的种子产业化经营企业，致

力于以大田用农作物新品种研究开发为持续发

展动力，以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营销策略为基础，

服务农业，服务农村，为我国广大农民提供最

优质的种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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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776.OC 胡杨网络 14,532.23 257.70 
公司主要致力于从事大数据精准营销的互联网

广告服务业务。 

838655.OC 泰利信 13,237.47 8.58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从事碳素制品的贸易活动，

主要贸易商品为石油焦和煅后石油焦。 

838696.OC 置富科技 13,170.08 150.72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存储类和充电类周边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

前产品涉及存储类和充电类两大门类。目前公

司主营业务包括 ODM 代工、自有品牌的生产与

销售、存储类及充电类产品的对内以及对外贸

易三个板块。 

838795.OC 风景园林 13,076.91 856.01 

公司专门从事园林绿化工程(根据服务对象差

异，可以分为房地产园林和市政园林)、苗木种

植与销售，拥有城市园林绿化壹级企业资质、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以及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838607.OC 亚达系统 12,300.61 109.33 

公司的产品主要为各类不锈钢、镍基合金、铜

合金等特殊材质的弯管、弯头、三通、异径管、

法兰、快速接头，-196℃超低温管件、10000PSI

超高压管件、管线钢不锈钢双金属复合管件等

特殊管件，以及通岸接头、多通管、加热盘管

等预制管，并提供与之相关的管道系统设计和

安装服务。 

838881.OC 新云传媒 12,227.83 1,149.03 

公司是中国一级广告企业，全国户外百强企业，

2013年被中国户外传播大会授予中国区域性大

牌媒体 20强，上海市广告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上海市著名商标。新云传媒专注于户外、公交

媒体的开发与整合。 

838598.OC 阳东电瓷 12,174.56 235.94 

公司主要从事高压、超高压瓷绝缘子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不同电压等级和拉力

等级的瓷绝缘子，其中包括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长棒形悬式瓷绝缘子、线路柱式瓷绝缘子、高

压电站电器棒形支柱瓷绝缘子、超特高压电站

电器棒形支柱瓷绝缘子。 

839051.OC 风之岩 11,412.71 1,062.48 

该公司是跨媒体(广播电视、移动互联网、语音)

信息资源运营商。该公司主营业务为跨媒体信

息服务与用户运营，通过策划和运营电视节目

互动产品，为目标群体提供娱乐互动服务，并

将电视观众平台化，为其持续提供后续的移动

互联网服务。 

838909.OC 北京中科 10,921.92 740.42 

公司主要面向钢铁、冶金、电力、热力等行业，

专业从事节能减排(脱硫、余热发电、脱硝)工

程的咨询、设计、供货、安装、调试、技术服

务、工程总承包，运营等。公司的主营业务包

括脱硫脱硝和余热发电两大方向，业务模式主

要包括工程总承包(EPC)、合同能源管理(EMC)、

建设运行移交(BOT)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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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678.OC 龙善环保 9,311.86 -127.46 

2015年 5月公司分立后，主营业务为专注于工

业废物(危废)处理业务，实现工业危险废弃物

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处置。 

838483.OC 亿嘉股份 8,303.32 160.98 

公司是以迪敖农业装备为主体业务的大型机械

制造企业，公司致力于农用机械的研发创新，

以向广大农业机械使用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为目标。公司现有主要产品为轮式拖拉机、

深松整地联合作业机和液压式翻转犁。 

838516.OC 华美兴泰 8,060.88 -723.26 

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

主要经营无线存储、WIFI/3G 无线路由器、WIFI

移动电源、WiFi音响、移动电源、智能手机配

件等移动终端周边产品。 

838360.OC 空分医用 7,912.91 146.86 

公司成立于 1988年，主要为客户提供医用气体

系统、医用净化工程系统以及医疗设备备件销

售等在内的医疗工程整体解决方案。 

838519.OC 同力达 7,655.73 114.75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水处理工程、余热回收、

新能源开发和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

业务为工业水处理和余热回收利用业务，为电

力、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等企业提供工

业水处理或余热回收利用一体化解决方案，业

务包括水处理设备和换热设备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工业水处理工程和余热利用工程的设计、

安装。 

838817.OC 苏力机械 7,531.41 10.45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及工业产品的涂装工程自动

化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营销，公司不但

拥有独立的涂装设计研究院，还成立了“省级

技术中心”。 

838398.OC 佑泽股份 7,277.93 667.85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品牌女装、配饰等针纺织品

的设计和销售。 

838507.OC 普瑞森 7,169.31 171.55 

公司是国内冶金设备集成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是国内资深的从事冶金机电设备的研

发、设计、安装及调试的成套设备提供商。公

司产品主要包括冷轧机组、平整机组、拉矫机

组等。 

838493.OC 鹰之航 7,128.75 1,465.27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航空机载设备的维修、检测

及制造，并致力于成为航空机载设备检测维修

服务及其研发制造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经营范围是航空器材的维护、维修及销售；航

空专用工具、设备的研发、销售；航空技术服

务；计算机软件及配件的研发、销售；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进出

口的货物、技术除外)。 

838578.OC 东方信达 6,811.26 209.86 
公司主营业务为提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教育

信息化软件的研发及销售。 

838337.OC 高端精密 6,724.55 417.95 

公司成立于 2004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

售为一体的精密连接器厂家。产品使用领域涉

及电脑，通信网络设备，工业仪器等。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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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先进的精密模具制造设备，高速精密五金

冲压设备，精密塑胶射出设备，自动化产品组

装设备及产品检验测试仪器。 

838300.OC 新纪源 6,274.64 330.47 

公司自 2001年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印刷包装业

所需的预涂膜业务。是国内首批引进预涂膜生

产线并利用自主创新工艺从事预涂膜生产的公

司。 

838758.OC 思迅软件 6,174.33 2,957.72 

思迅软件长期致力于零售流通业、商业自动化

与餐饮娱乐行业信息化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

用，是国内较早的零售业软件产品开发商之一，

也是目前国内零售流通信息化解决方案的领导

供应商和服务商。 

838751.OC 广鑫股份 6,154.26 323.79 

公司始创于 2001年，公司座落于海口市金盘工

业区，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目前拥有酒包装

药包装彩印生产线、精品手工包装生产线、瓦

楞包装生产线、防伪票据生产线、出版物印刷

生产线，能为客户提供胶印、柔印、水印、丝

印、电子监管码、防伪票据等全方位印刷服务，

是海南目前唯一一家拥有并将 UV 技术成熟运

用于各类中高档包装物印制的企业，具备了出

版物印刷和防伪票据印刷等资质。 

838706.OC 合纵连横 6,071.21 55.08 

公司专业从事货物陆路运输(包括冷链运输)、

货物航空代理、仓储配送等第三方物流服务，

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供应链管理综合

解决方案，以及包装服务、异地调拨、代收货

款等其他物流增值服务。目前，公司基于传统

运输服务建立的运输网络优势和客户资源，拟

重点开展冷链运输和冷库仓储服务。 

838458.OC 宁波协源 5,761.28 44.11 

公司成立 2009年,主要从事 LED封装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专精于贴片式发光二极管

(PLCC SMD LED)的高端制程封装技术.公司的经

营范围为:照明配件、电子元器件研究、开发、

制造；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838952.OC 恒源科技 5,418.41 -407.68 
公司主要从事钕铁硼废料回收加工业务以及来

料加工业务。 

838895.OC 媒迪雅 5,296.30 681.85 
公司主要经营服务器托管与租用、电脑配件 

等。 

838207.OC 东南艺纸 5,169.85 93.13 

公司创办于 1998年，公司在莆田市华林经济开

发区，征地 35亩，建筑面积 30000平方米，集

生产、办公、研发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主要

产品包括彩色餐巾纸、彩色食品纸容器、薄页

纸、其他纸制品和塑料制品。 

838397.OC 道森媒体 4,854.62 693.29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在最早成立于 1998 年

的武汉道森广告营销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基础上

新设立的股份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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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498.OC 耐特阀门 4,773.90 182.40 

公司是专业研制开发和生产氧化铝工业专用科

浆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放料阀、

硬密封双偏心球阀及高温高压电站阀门、三偏

心硬密封蝶阀的专业制造商和服务商。 

838537.OC 中钢电商 4,281.47 34.36 
公司主要业务为钢材现货交易的电子商务服

务。 

838676.OC 盛源行 4,272.99 45.84 

公司主要从事以电子政务、车载系统为核心的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汽车行业管理软件为核

心的软件研发销售及 IT硬件销售，致力于打造

广西省综合实力领先的 IT企业。 

838453.OC 建工环保 4,193.36 673.72 

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均为城市污水

处理厂建设、营运，主营业务为公共生活污水

处理。 

838562.OC 维斗科技 3,850.68 54.59 

公司是专业生产微型电机、微型电磁阀及五金

部件的企业，公司具备各种有刷直流电机、步

进电机、无刷电机及微型电磁阀和各类五金件

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能力。 

838823.OC 海天消防 3,837.16 90.35 

公司成立于 2002年，是一家经公安部消防局批

准成立，专业从事研制、开发及生产销售消防

系列产品的高科技企业。 

838503.OC 海带宝 3,779.49 201.13 

公司所属细分行业为跨境(电商)物流服务，主

营业务为基于互联网为海淘个人及商家提供跨

境(电商)物流服务。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经

营项目：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软

件开发及设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内货运

代理；经营电子商务；国际货运代理。 

838829.OC 新五心 3,683.23 123.62 

公司主营业务为食堂经营管理为主的综合性后

勤服务管理。公司目前主要以食堂经营管理为

发展重点。 

838625.OC 金盈科技 3,493.35 128.57 

公司是一家集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身

的不锈钢焊管生产企业。公司拥有装饰不锈钢

管材生产线、卫浴不锈钢管材生产线和工业压

力管道(特种管道)生产线，该项目包括内焊道

整平处理、在线光亮固溶化热处理等，并配有

在线涡流探伤检测，水、气压试验、机械和工

业性能检验，材质成分直读光谱分析，晶间腐

蚀及金相检验设备等。 

838069.OC 安好精工 3,388.39 170.95 

公司系从事汽车发动机配气机构零部件的研

究、开发、生产、销售和进出口贸易的高新技

术企业。目前公司相对成熟的产品主要有挺柱

和摇臂两大类，涉及世界主流车型的 200 余种

产品规格，为国内相关产品型号最全的挺柱、

摇臂制造商之一。 

838066.OC 瑞远新材 3,255.93 215.77 

公司系现代化软管包装生产厂商，专注于从事

化妆品软管的研发、生产、销售，为客户提供

优质的化妆品软管，并不断根据客户和市场的

需求进行化妆品软管的研发设计，为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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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软管全方位的产品解决方案。报告期内

公司产品主要为化妆品软管，主营业务未发生

过重大变更。 

838515.OC 帅马安防 3,232.57 -10.84 

公司主营业务为保险箱金属制品、电梯配件等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各种规

格的保险箱、信箱、枪箱、钱箱、钥匙箱等金

属箱制品以及电梯配件等。同时公司接受来样

定做，开发研制新型产品。 

838439.OC 管通实业 3,082.52 -275.31 

公司是生产塑料制品的专业厂家。公司生产经

营的主要产品有：各种规格的聚乙烯(PE)饮水

用塑料管材及相配套的聚氨酯发泡保温和防腐

外壳制品、大口径排水管材、EPS 保温材料、

干混砂浆外墙外保温体系、污水处理絮凝剂、

牧草保鲜膜、农地膜、塑料啤酒周转箱、桶、

壶等中空容器、PP-R地热管材等产品。 

838378.OC 阳光医疗 3,068.15 104.40 

公司作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商，主要通过自

有综合服务体系向各类医学实验室(主要为医

院的检验科)提供体外诊断产品及专业技术支

持的综合服务。公司向各类医学实验室提供体

外诊断产品(仪器设备、试剂、耗材等)，还向

客户提供产品选择方案、技术应用培训、流程

操作规范、仓储物流配送、设备软件升级和维

修保养、流程规范、医学实验室建设布局优化

等全方位、深度的综合技术服务。 

838735.OC 万德信息 2,940.59 56.20 

公司于 2009年 2月在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注册成立。公司定位于专业的技术服务

合作提供商、解决方案提供商、移动互联网产

品和服务提供商，业务范围涵盖咨询、产品研

发、信息技术服务、系统集成、业务流程外包

等服务，提供面向政府、企业、教育、医疗、

金融及能源等领域的专业产品和优质服务。 

838729.OC 摩卡股份 2,882.83 73.45 

公司致力于车联网移动终端设备的设计、生产

与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专车专用导航、大

屏安卓导航、安卓后视镜导航、原车屏导航升

级模块，主要为汽车驾驶员提供导航等服务。 

838559.OC 金炻新材 2,855.31 4.10 
公司主要从事尼龙原材料的贸易，是华峰集团

有限公司指定的华南区唯一的贸易商，  

838201.OC 凯美瑞德 2,736.38 555.19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金融行业资金交易系统实

施集成、本地化、运维支持、以及金融信息化

建设等相关业务的公司。 

837959.OC 昊普康 2,595.20 1.62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数字视频技术和通信技术应

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838847.OC 爱笑传媒 2,591.25 443.27 

公司是一家电视及网络视频内容服务提供商，

主营业务为视频内容输出，主要包括向省级卫

视和网络播出平台提供视频内容节目以及剧场

喜剧的创作，针对客户提供节目相关服务，以

及剧场话剧的创作、编排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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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095.OC 大涵文化 2,545.20 71.86 

公司主营业务为图书及音像制品的发行业务

(包含图书合作出版发行业务，图书馆馆配服

务，图书、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图书馆外

包服务，电子资源数据库及配套软硬件的销售

等。 

838870.OC 讯联股份 2,518.85 78.08 

公司是经国家合法注册的一家科技型企业。公

司以多项软件技术开发，以及网络技术设计，

网络策划、建设、维护，数据库开发，网络整

合营销等，为众多客户提供办公自动化商务平

台，同时还有电子电器实物产品进出口购销。

并且为国内、外名牌电子产品代理销售业务。 

838670.OC 恒进感应 2,518.49 480.21 

自设立以来，公司一直以研发、生产、销售各

系列感应热处理淬火机床设备，和电源、感应

器等核心部件及其控制系统为主营业务。  

838178.OC 都成环保 2,472.37 102.58 公司主营水处理工艺及系统设备集成和服务 

838235.OC 伟思国瑞 2,451.22 300.52 

公司是专注于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服

务提供商，主要从事电子政务的应用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智慧城市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聚

焦于智慧城市业务领域，运用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核心技术，在城市网格化

管理、智慧政务、智慧气象、智慧水利、智慧

环保等行业提供完整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838363.OC 思为客 2,409.11 -13.38 

公司(于 2009年 12月迁至东莞市，更名为东莞

威得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位于工业发达的深圳。 

838961.OC 吉邦士 2,399.10 -22.97 

公司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配套于一体

的产品供应商，是专业生产一次性塑料环保餐

盒，采用自动化生产设备与专业技术，用符合

国际卫生标准的原装进口原料生产。 

838039.OC 仁诚国际 2,383.59 45.46 
公司是一家以船员管理和船舶技术及安全管理

为核心业务的综合性船舶管理服务提供商。 

838569.OC 枫华实业 2,261.73 85.82 

公司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占地面积 24亩，是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和“双软认定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博物

馆提供文物展柜设备、物联网文物保存环境监

测系统、环境控制设备、文物修复设备和其他

设备。 

838606.OC 新封生态 2,087.88 312.69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养护

的企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园林建筑、喷泉、

假山；园林规划设计、施工；土地开发整理；

苗木的研发、种植、销售；生态修复、园林旅

游开发；环境科学技术研究；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838841.OC 东方阿胶 2,042.12 -26.58 
公司创建于 2002年，是一家集阿胶、阿胶系列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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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768.OC 牙科通 2,035.16 270.13 

该公司自 1998 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公司致力于

成为国内一流的口腔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商，目前主营一线品牌的口腔数字化微创治疗

设备及数字化口腔诊断设备的代理和销售。 

838475.OC 择众传媒 1,967.55 91.10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 DSP 效果广告的

广告技术公司，同时也是中国资深的网络互动

营销公司之一。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两个板块：

一个业务板块是移动互联网 DSP 效果广告，致

力于为广告主提供精准受众分析与筛选、效果

广告的投放与优化服务；另一个业务板块是移

动互联网整合营销，为广告主在移动互联网的

品牌传播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838808.OC 今日体育 1,954.94 149.29 

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水上体育运动领域，以水

上摩托艇体育赛事为核心主业，从事国际国内

赛事开发引进、赛事品牌包装与推广、体育俱

乐部规划与运营、体育赛事商业开发等相关项

目的策划、组织及执行、体育城市品牌的打造

与推广等。 

838872.OC 中集国际 1,923.62 -44.71 
公司主要经营国际货运代理、仓储及物流配送、

国际贸易等业务。 

838256.OC 中谷联创 1,874.13 -62.73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激光、电源、电子、光机电

一体化、自动化控制系统、计算机、通信等技

术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激光

景观亮化技术服务(上述范围中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公司主营业务为激光电源和激光演示系统

相关硬件及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

工业激光电源和激光景观亮化技术综合解决方

案。 

838400.OC 台冠电子 1,859.93 21.52 

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分立器件的封装及测试，

属于半导体行业中半导体分立器件封装子行

业。 

838597.OC 基业长青 1,705.72 97.43 

公司自成立起，一直专注于为企业提供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咨询，以及项目管理培训、认证培

训与管理咨询等服务。公司针对目前国内企业

所面临的人才培养体系、职业技能培训和资质

认证等需求，通过提供定制化内训、专题公开

课以及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培训等服

务，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职业技能

提升体系，强化面向项目、项目群、项目组合

的核心管理能力。 

838730.OC 云创数字 1,428.84 26.04 

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公共关系管理的企业，

依托多年的公关管理经验、先进的服务理念，

为以时尚品牌、高端消费品为主的企业客户提

供包括品牌传播、产品推广、危机管理、活动

管理、数字媒体营销等一系列公共关系服务产

品。服务涵盖美容、服装、IT、通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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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快速消费品、房地产、时尚、体育、旅

游等众多行业。 

838335.OC 上海领灿 1,387.80 142.82 
公司是中国最专业的投资者关系和市值管理顾

问服务机构。 

838461.OC 金智东博 1,343.34 -1.20 

公司原名金智东博(北京)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2015 年 9 月 1 日正式更名为金智东博(北

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是国

家智库，金融研究前沿阵地。公司专注于为本

土化及外资银行提供业界领先的专业咨询服

务，是培养金融业人才的摇篮。 

838897.OC 埃维股份 1,298.91 101.73 

公司位于上海安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产业

园区。公司是以汽车整车、零部件、汽车高新

技术研发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业务范围涵盖

汽车整车、系统及零部件技术研发服务、设计

验证等领域。 

838279.OC 欧瑞电气 1,272.31 29.83 

公司经主管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电

流互感器、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制造、加工；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高低压开关柜及配件，机械

零部件制造、加工；全封闭组合电器成套设备

及配件、电容器制造、加工及修理，互感器修

理；电线电缆、电工器材、仪器仪表销售。 

838926.OC 鹏凯环境 1,244.81 111.19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各种环保水处理设

备的设计、制造、销售。 

838497.OC 商情数据 1,235.82 -16.02 

公司依托在商业信息领域积累的数据资源和应

用经验，利用中商大数据库系统建立了多种数

据分析模型，既可以产生标准化的数据产品，

也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通过大数据技术并

结合产业研究理论模型，输出各类行业报告、

定制报告、可行性研究及相关投资咨询服务、

规划咨询服务，为客户投资决策、市场预测等

提供高价值的商业数据信息。 

838538.OC 大光明 1,162.67 302.97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安装为一体，

专注于移动基站(机房)安全防范监控系统开

发、地震台站、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智能化

大楼弱电系统集成、生产和技术服务的省高新

企业，已率先通过了并切实贯彻 ISO9001 国际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838476.OC 中仿智能 1,104.00 283.93 
公司主营业务：虚拟仿真和飞行模拟系统相关

智能软硬件的开发和销售。 

838151.OC 迈威科技 1,103.80 -12.22 

公司成立于 2004年，是一家专业提供客户解决

方案的高科技公司。致力于高速 I/O接口方案，

PCB设计及加工、ODM设计等领域，是国内领先

的 PCB设计、高速电缆/连接器解决方案服务供

应商。公司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的技术开发、设计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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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803.OC 卓展科技 1,077.16 -17.26 

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0月，注册资金 2500万元。

是一家以软件开发、物联网产品及解决方案、

系统集成为主要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838323.OC 江苏山水 1,064.23 184.19 

公司成立于 2010年，司主营业务为通过合同能

源管理模式，从事 LED 照明节能服务项目的承

揽、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公司经营范围：

节能 LED灯具、太阳能、风能技术研发、应用、

推广、转让；节能灯具、环保产品的销售、安

装及售后服务，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838596.OC 博能股份 1,006.52 143.28 

北京博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销售可视化

平台系统、可视化应用软件及辅助硬件，提供

与可视化相关的技术开发及服务，拥有软件企

业认证证书和北京市高新企业认证证书。 

838627.OC 国田股份 1,001.05 103.66 

公司是一家集服装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

纺织服装生产企业，主要从事无缝针织打底裤、

无缝内衣、时尚外穿裤等针织品的生产、加工

及销售。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围

巾、帽、手套、被套、鞋、床单、针织内衣、

枕头套、袜子、服装(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染色)、

枕芯、被芯、箱包(不含印制)生产、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838857.OC 惠斯安普 913.93 208.45 

公司成立于 2011年，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医学领

域医疗设备及系统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838600.OC 佰美基因 866.96 -1,217.99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通过基因检测等手段，为医

疗机构、科研及企事业单位、大众客户提供基

因组学为基础的分析、鉴定和研究服务。 

838664.OC 桃花坞 823.87 -23.46 
公司是一家集 B2B 和 B2C 模式为一体的两性健

康用品电商服务平台企业。 

838777.OC 华天海峰 810.88 4.74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

HifarTDM智能数据管理平台，帮助国防军工等

高端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升级。 

838802.OC 明致体育 724.55 73.24 

公司的互联网体育社区运营分为两大部分。第

一部分，基于体育的内容运营和互动运营。第

二部分，互联网体育游戏运营。 

838137.OC 太平盛世 706.60 91.48 

公司是一家影视节目内容服务提供商，主要从

事影视节目的制作。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

为栏目剧。 

838877.OC 水木环保 663.36 4.03 
公司主营业务是太阳能系统及相关产品的设计

研发、生产安装及销售服务。 

838898.OC 中宝环保 644.08 -735.55 

公司业务立足于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自主研

发了业内领先的造纸固体废弃物资源回收及再

利用技术，现已拥有与此相关的 8项专利技术，

申请中的专利 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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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773.OC 晨曦科技 586.32 19.25 

公司致力于建筑信息化软件的研发、销售和技

术服务，是集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报告期内，公司的主

营业务收入包括工程造价软件的销售收入，以

及为建筑施工单位、造价咨询单位以及学校等

企事业单位提供软件系统开发及解决方案定制

等技术服务的收入。 

838457.OC 新西南 545.37 -20.25 

公司前身成立于 1992 年。经过 10 多年发展，

公司已经成为一家集陶瓷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股份制建陶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

物的内、外墙及地面装饰类艺术建筑陶瓷产品

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838764.OC 进门财经 452.14 -64.19 公司主要提供咨询服务及信息服务。 

838371.OC 红石阳光 443.43 -414.32 
公司是一家以研发、销售高科技产品为主导的

企业，成立于 2007年。 

838435.OC 润凯实业 433.76 22.89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晚宴高跟鞋、配套女包的销

售、设计及品牌服务，从事集晚宴高跟鞋、婚

礼高跟鞋、日装高跟鞋及与其配套女包的设计、

工艺研发、销售、定制服务于一体女鞋产品专

业营销与品牌服务。 

838787.OC 仁润股份 253.46 33.14 

公司是专业的软件开发商，其主营业务为互联

网金融系统软件研发和销售以及相应的服务。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仁润 P2P 网贷系统、仁

润供应链金融系统，以及相对应的服务。 

838727.OC 西倍健 182.73 2.35 
公司专注于高品质、高附加值母婴类营养品和

化妆品的研发及销售。 

838826.OC 华茂林业 139.88 -153.21 

公司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白果村 6 社，注

册资金 1000万元。是一家集林业产业开发、森

林资源利用、森林资源培育、木材精深加工于

一体的复合型现代林业企业。 

838484.OC 格蕾特 13,900 1,146.77 

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制、开发、生产及销售磁保

持继电器、锰铜分流器及微型电流互感器的科

技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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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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来自公开合规渠道，分析逻辑

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

响。研究报告对所涉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的评价是分析师本人通过财务分析预测、数量化方法、或行业比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但使用以上信息和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客户使用。本报告仅在

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

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

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

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

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本公司利用信息隔离制度控制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因此，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

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

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的董事、高级职员

或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

断。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

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方正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

引用、删节和修改。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强烈推荐：分析师预测未来半年公司股价有20%以上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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