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而博

浙江硕而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硕而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高翔工业区大庆

路2号，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高成长型企业，于2020年挂牌新三板（股票

代码为873490）。公司专业生产智能家居电器，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广泛的全球营销

网络、强大的资金实力和项目实施能力，产品先后获得广交会CF奖、德国红点奖、中国

工业设计奖多个奖项,并获得国家专利产品200项（境内专利183项，境外专利17项），

其中发明专利14个。公司在国内同行业率先通过ISO9001、ISO14001、ISO45001三

大管理体系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秉承“客为先、质为重、人为本，创新发

展”的经营理念，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逐步建成智能工厂，

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诚信的经营、创新的技术、精良的品质、优质的服务向国内

外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努力使企业成为智能家电行业标杆企业。

      

优天下

北京优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天下是国内最专业的IT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我们服务于能源、化工、零售、金融、航空等行业，驱动创新，改善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方式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商业领域的专业知识，我们为企业提供专业的产品与方案提

供包括咨询、软件产品、软件开发和实施、运营维护、系统集成等信息化服务！

十年以上电商商务领域服务经验，提供市场领先的咨询与技术服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通过与国际电子商务巨头的合作，交付高质量解决方案。跨行业，多渠道——超过8+

成功电商实施方案，涉及国内零售、能源、交通、旅游等多个行业，为您的电商平台提

供业务、技术保障。



七丰精工

七丰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二十年来，始终重视技术进步，不断加大自主创新和研发力度，自主创新研发能

力显著提升。公司于2008年开发的高速铁路螺纹道钉，产品成功应用于国家重点工

程— —武广高速铁路，现已应用于京沪、京广、兰新等多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上；2013 

年公司成功进入军工紧固件领域，研制生产的各类紧固件系列配套范围涉及军用航空航天

等领域；2018 年以来，公司研制生产的轮装制动盘用军企业”。

鲁铭高温

山东鲁铭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现在公司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19年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2020年公司被淄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评为淄博市瞪羚企业。 

我单位与上游供应商孝义市金立耐材有限公司、山西义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淄博鲁派商

贸有限公司等建立了良好的供应渠道，签订了长期合作合同，供货稳定。2020年参与设

计了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设备拆除搬迁安装工程。与奥镁（贸易）大连有限公司合作

参与桂林平钢电炉钢厂沉降室二燃室耐火材料供货及砌筑施工。2021年与中冶焦耐（大

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1322万中天钢铁集团南通有限公司绿色精品钢（通州湾海

门港片区）项目-石灰工程总承包项目。



前程人力

广西锦绣前程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锦绣前程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前程人力，证券代码：833486）是

一家以数据为驱动的全生态链人力资源服务商，2015年2月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于同年

9月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21年5月，调层进入创新层），是广西首

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人力资源企业，全球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100强。目前在超过30个行业及领域为客户提供人力资源外包（HRO）、猎头、

培训、灵活用工、招聘、HR管理咨询、HR数智化服务、家政康养等多层次、全方位、

一站式的人力资源及相关服务，在服务灵活用工外派员工6万余人，历年来累积服务超

50万人次，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跟进研发升级换代服务产品，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商业模

式与盈利模式，可满足企业高中基层全方位的需求。

温合顺兴

珠海市合顺兴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合顺兴日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进出口贸易、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

一体的家庭日常生活用品企业。公司主要生产用于改善我们日常家庭生活环境的产

品，以生产除湿防潮剂、清洁剂、空气芳香剂和消臭剂等四大类家庭日用产品为主，

致力于提高人们的家庭居住卫生环境水平。



妙音动漫

北京妙音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妙音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原为北京妙音动漫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6月26日，是一家集原创动画创作、发行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为一

体的原创动漫类的文化创意公司。妙音动漫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

企业、北京市设计创新中心，拥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动漫企业认定证

书、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多项资质许可。2018年2月14日

正式挂牌新三板，股票代码：872610。2021年6月，公司进入新三板创新层。

      恒达时讯

北京恒达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达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国内领先的交通行业信息化解

决方案提供商与服务商。公司多年来专注于GIS技术研发、交通行业信息化、交通

专用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商业运营、顾问服务等智能交通综合服务，致力于成为

中国交通行业信息化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公司是经北京市科技局审核认定的双软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并获得1S0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20000-1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国际

软件成熟度CMMI5、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信用等级（AAA）、测绘资质

等。



金浔股份

云南金浔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金浔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C2-4地块汇金城市商业广场A

幢25层2501-2503室。主营业务：选矿及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有色金属湿法冶炼；

有色金属矿采购与销售；有色金属矿交易信息资讯网运营；以及有色金属矿行业商

务交流活动的组织与服务。目前公司正积极向海内外拓展业务链，逐步向上游矿山

采矿及下游冶炼延伸，最终形成集有色金属矿产品采、选、冶及产业互联网、有色

金属新材料加工、国内国际贸易为一体的有色金属全产业链服务商

致信信息

湖南致信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致信信息致力于为政府和企业客户提供贯穿信息化工程全过程的技术咨询、工程

监理、工程检测及项目管理服务。经过多年的行业积淀，目前已承担的监理项目的

投资总额近100亿元，单项合同投资额过亿元的项目10余个，管理咨询项目近100

亿元，设计咨询项目30亿元，已成为湖南省技术实力最强、业务规模最大的信息

化建设第三方服务单位，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长福亚太

武汉长福亚太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长福亚太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70603），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

业从事行政商务装、休闲装、防护类工装等研究、设计、制作、销售、服装智能管理、

服装洗涤及服务的股份制企业，总部位于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

公司于2017年初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新三板”。现拥有武汉、麻

城、襄阳三大生产基地。拥有德国杜克普、日本重机、兄弟、中捷等国内外先进的全

电脑生产线机械及尾整定型设备等，年生产各类休闲装和防护类工装180多万套。成

为中航工业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移动、中国中铁、中国航天、中国中车、

中烟集团、中船重工、银行系统、东风汽车、康明斯（中国）、城市公交、地铁、铁

路等系统单位的长期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瓜尔润

北京瓜尔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瓜尔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进口和推广瓜尔豆片、瓜尔胶粉及改性植

物胶，并于1991年最早将瓜尔胶引入我国油田水力压裂应用领域。最早将印度和巴

基斯坦大部分知名的供货厂商引进中国市场，与数以千计国内用户和经销商保持长

期合作和往来，成功地将瓜尔胶推广在国内十几个行业中应用，细化几十项产品品

质及型号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编制和完善了不同产品的规格标准和质量检测方法，

公司核心管理和技术团队有22年有关瓜尔胶各种品质和应用的食品添加剂和工业应

用的丰富经验，并自主研发瓜尔胶关键生产设备和加工工艺，独立建成国际上先进

的自动化生产线和品质控制系统，获得ISO9001管理体系认证，也是国内较早获得

国家食品级瓜尔胶全国工业生产许可证的专一食品级瓜尔胶生产厂家。



得益节能

深圳市得益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圳市得益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于2002年，注册资金6000万，股票代码871095，

是集科研、生产、设计、销售、工程和服务一体的综合型节能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服

务网络遍及全国三十一省市。

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拥有一批专业的技术、研发、生产、工程和管理人员。

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合作多个研学项目，

获得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并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运行机制持，续行业产业技术的

升级。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装配式中央空调系统、整装集成中央空调机房、变流量VWV中央空

调机组、换热机组、水力模块、蓄冷模块、云端及智能控制模块的产品。

      曲江智造

西安曲江智造文化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是隶属于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旗下西安曲江文化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曲江文旅紧抓国家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机遇，坚定实施“文化+”“旅游+”战略，

立足西安，放眼全国，构建了文化旅游全产业链条集成运营发展平台，是涵盖文化旅

游“策、规、投、建、营“于一体的中国文化旅游集成运营商。

曲江文旅自成立以来，一路韧性向前，以旅游业和文化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旅游资

源、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 

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实现后5A时代全域旅游产业

大发展。



裕丰威禾

广东裕丰威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裕丰威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威禾”），成立于2012

年10月，位于广东省广宁县横山镇高新产业园，占地25000平方米。注册资本为

4500万人民币，公司固定资产投入已超过4600万元，在职员工200人。公司主要

生产轻量复合新材（HF）、覆铜板（CCL）、半固化片（PP）的高新技术企业，目

前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背板，汽车用电子产品，轨道交通材料配套，终端服务器和

航天航空电子产品。

  公司2017年主营收入1.34亿元，同比增长60%；创税584万元，同比增长65%；

每亩土地创税超15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1.43亿元、创税超500万元、利润980万

元；2019年预计营业收入超1.3亿元、创税超800万元、利润超600万元。公司主要

客户为苹果、三星、亚马逊等国际知名企业及华为、小米、蓝思科技、伯恩光学、

株洲动车等国内知名企业。公司于2015年已通过国家高新企业认定。

      奥华电子

西安奥华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奥华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1年，是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157）下属子公司，位于古城西安航天基地北航科技园，是一家

新兴的核测试仪器开发和制造企业。

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有限公司挂牌，股票代码837998，

股票简称奥华电子。

 公司主营业务是石油测井、测试仪器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技术服务。

 

       



大地测绘

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0月,2016年4月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具有甲级测绘资质，是中国地理信息产业百强企业、“国家重

大自然灾害应急无人机监测站”授牌单位、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单位、3A信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

公司有员工300多名，其中大学以上学历的专业人才超过90%，中高级职称人员

40%、注册测绘师14名；办公场所4000余平方米。公司业务涵盖无人飞行器航摄、

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图编制、土地规

划、土地评估与咨询、城乡规划编制、互联网地图服务、土地登记代理、测绘新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等。

      育才药包

石家庄育才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育才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经石家庄育才药用包装材料厂、石家庄育

才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逐步成长起来的股份制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药

用低密度聚乙烯无菌膜袋、药用低密度聚乙烯膜袋、食品用塑料包装袋的企业。

我公司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路10号，公司注册资本2842.75万

元，占地6000㎡，建筑面积5800㎡，设有B+A级厂房、C级厂房、无菌室、成品

库、原料库、化验室等。



爽口源

甘肃爽口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硕而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高翔工业

区大庆路2号，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高成长型企业，于2020年挂牌新

三板（股票代码为873490）。公司专业生产智能家居电器，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

广泛的全球营销网络、强大的资金实力和项目实施能力，产品先后获得广交会CF奖、

德国红点奖、中国工业设计奖多个奖项,并获得国家专利产品200项（境内专利183

项，境外专利17项），其中发明专利14个。公司在国内同行业率先通过ISO9001、

ISO14001、ISO45001三大管理体系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秉承“客

为先、质为重、人为本，创新发展”的经营理念，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实施智

能化技术改造，逐步建成智能工厂，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诚信的经营、创新

的技术、精良的品质、优质的服务向国内外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努力使企业成为

智能家电行业标杆企业。

      盛泉科技

荣成盛泉科技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是盛泉集团的核心产业。2007年，盛泉集团捐资600万元，建成虎山镇敬

老院，建立公益养老示范区，以公益养老开启盛泉养老事业的孝爱征程。现有近300

名孤寡老人在这里享受免费的养老服务，覆盖周边三个镇区。先后获评“山东省一级

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山东省三星级敬老院”。 12年间，为了满足不同老人的不同

需求，不断扩大养老规模、完善服务设施，先后投资26亿元，在荣成建成40万平方

米、普惠养老床位1.5万张的集中养老区，来自全国各地常住老人3000多人，平均年

龄85.7岁，成为山东省民营企业投资规模最大的集中养老服务机构。

 形成公益养老、基础养老、中端养老、高端养老全覆盖，集中养老、居家养老、旅

游养老、文化养老多局，养老、养生、养命高层次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



邦源环保

北京邦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邦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以地表水（河道、湖泊）环境治理

与运营服务为主营业务，是国家及中关村双高新技术企业。

 2016年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2017年获评为第一财经“新

三板最具成长性公司”；2018年受评为“福布斯中国新三板百强企业”。

邦源环保秉承“以科技引领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引领公司发展”的经营理念，专

注人才队伍建设与技术研发投入，与北京林业大学、中国航天九院、国家遥感应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内外院校及科研机构开展持续联合研发。十年的行业沉淀与

积累，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承接了全国众多河湖治理工程及运营维护服务项

目。

      陆玛设计

辽宁陆玛文旅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陆玛公司主要提供的服务有城市景观设计、园林绿化设计、建筑设计、市政设计；

物业管理；文化信息咨询；旅游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服务；企业营销

策划；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工程勘察设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

教育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等服务



丰电科技

丰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30211)成立于1997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丰电科技专注于能源与环境关系，秉承“致力低碳生活”为使命，提供包括工艺压缩

机、智慧压缩空气系统和工业节能系统全面解决方案，以及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解决

方案，是国内领先的压缩机及工业节能系统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综合服务商。在工艺

气体压缩机方面，丰电科技致力于成为应用于氢能、军工、核电等行业的压缩机细分

领域的龙头企业。

   

      

伊菲股份

辽宁伊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伊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坐落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东戴河新

区，成立于2010年08月，现注册资金6110万元，有固定资产5890万元。公司自

有产权总占地面积22510平方米，办公区和科研生产设施建筑面积约4100平方米，

现有职工123人，科研人员占公司总人数20％以上，公司配备全国一流生产制造没

备，采用自有的先进技术研发和生产，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扬德环能

北京扬德环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扬德环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

券简称“扬德环能”，证券代码“833755”。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扬德集团旗

下专注于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光伏发电、天然气供热、沼气发电、综合能源服务

等领域的投资、建设、运营，并集装备制造、工程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分布式能源综

合服务商。

截止2021年7月，公司已投资建设分布式能源项目50余个，取得了显著的节能环保

效应。自成立以来，公司旗下项目已累计实现碳减排当量超过1800万吨，相当于植

树造林超过400万亩，节约标煤超过120万吨。     

      先众股份

天津先众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津先众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71739）是一家专业从

事锂离子电池及新能源系统研发的厂家，依托多所知名高校，组建了一批专家、

博士团队。

我司成立于2013年，主要产品为电动助力车、机器人、AGV等锂离子电池

以及客户定制电池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从电芯到电池组装配的

一站式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已获得ISO13849、UL2271、CB、CE、BD、RoHS、KC、

PSE、UN38.3等认证。我们努力为每一位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

我司一直秉承“以客户需求为焦点，以科技研发为保障，以产品质量求生

存”的宗旨，不断开拓创新，为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



梓橦宫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药品的研发、生产与营销为主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券代码：832566，证券简称：梓橦宫。

“梓橦宫”品牌始于 1780 年清代乾隆年间，迄今已有 241 年历

史，是四川省历史最悠久的制药品牌。“梓橦宫”品牌为国家商务部认

定的“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梓橦宫药业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

公司坐落于成渝之心的国家级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169 亩，规划建设面积：83992 平方米。拥有按国家 2010 年版 GMP 标

准设计建设的生产车间及现代化的质检、办公楼和仓库等生产配套设

施。

      亿玛在线

北京亿玛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亿玛在线（股票代码：836346）创立于2004年，致力于成为提升中国商业数字化前

景的“智慧商业引擎”。

我们主要通过覆盖头部互联网媒体的“精准营销平台”与覆盖中长尾流量源的“效果

营销网络”，为电商、教育、金融、品牌商家、游戏以及应用等新经济行业广告主提

供智慧营销服务及解决方案，助推新经济大发展。

同时，顺应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新零售大趋势，我们也通过“电商服务平台”和SaaS系

统，连接、赋能与服务网红/社群等新媒体流量渠道与品牌商群体，为品牌商提供智慧

零售服务及解决方案，赋能新商业强增长。

公司于2016年3月成功登陆新三板证券市场，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商业引擎公司。



自然种猪

安徽大自然种猪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大自然种猪育种有限公司位于汉武帝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历史悠久

的六安，具体地址是安徽濉溪县安徽省濉溪县五铺果园，于2001年在六安工商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不详，主要经营项目为： 综合性公司 猪。从公司成立到发展壮大的

这几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为用户服务，用真诚的服务去打动客户 ，以"诚实守信，服

务客户"为原则，而在产品方面又以"品质为本，精益求精"作为自己的实践标准，力

求给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的同时，也使企业得到长久发展。本单位是食品饮料 

肉类行业内优质企业                                                                                           

      古城香业

北古城香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古城香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于1982年，主营沉香、檀香、草本养生香、香

文化礼品、空气卫生香等香文化产品，是制香行业的龙头企业，全国燃香类产品标

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单位，多项国家标准的发起者和制定者，是中国日用杂品

工业协会香业分会会长单位，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

名列河北省“知名文化企业30强”，荣获“连续十年纳税A级企业”荣誉称号，传

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苑传统制香技艺。2014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获得

最佳做市表现奖，2017年第一批进入创新层，荣获“2017中国新三板诚信企业百

佳”连续四次被列入新三板双指数



渝网科技

江西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渝网集团是一家互联网品牌广告服务商、效果广告与内容制作服务商，服务于中小

企业营销推广。

  2020年渝网集团引入国有企业江西投资集团旗下倬云数字集团为战略投资方。 

  渝网集团拥有丰富的媒体资源和专业的运营优化团队，依托全渠道覆盖、全产业

链技术数据能力覆盖，以及公司多年对于广告效果优化、品牌投放策略、广告创意

制作等业务的服务经验，现已成为字节跳动、快手、腾讯、爱奇艺、优酷等媒体的

优秀广告代理商，OTT智能电视厂商的核心代理商。                                                                                                                                                              

      天时恒生

北京天时恒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天时恒生（NEEQ：838243）是国内领先的腕表全渠道运营商及腕表消费生态体

系开拓者。公司致力于整合供应链及电商全渠道资源，搭建体验式下购物场景，构

建以腕表文化为入口的消费生态体系，实现品牌与消费者间的智能连接与价值匹配，

为消费者提供极致购物体验，为品牌提升电商渠道价值及品牌增值。

公司为数10家知名钟表品牌提供包括全网代理、全渠道运营、本地化电商策略、

品牌孵化、品牌定位、产品策划、数字营销、仓储物流、客户服务、技术支持提供

等一站式全案电商运营与品牌代理服务。拥有庞大在线销售网络，与天猫、京东、

唯品会、国美在线、苏宁易购、亚马逊等主流电商平台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为其核

心合作伙伴，在电商全渠道拥有超过100家线上店铺。旗下移动端腕表导购平台大

腕选表APP，自身拥有完善的腕表数据库体系，提供最前沿腕表资讯，以及线上虚

拟试戴等智能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体验式社交化的腕表线上线下导购服务。



华洋科技

山西华洋吉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华洋吉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七年，公司目前位

于山西省太原市不锈钢产业园区阳兴南街86号，占地面积33866.48㎡平方米，注

册资金2852.909万元。公司主要生产激光制导设备、模拟训练设备、保障设备、

智能包装箱等项目。公司是为部队配套生产武器装备产品的集设计、开发、机械加

工、电子装配、检验试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军民融合型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已取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认证证书；军工产品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证书；总装备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证书；

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公司已取得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3项，软

件著作权2项。 

                                                                                                                                                                                    

      

骏华农牧

宁夏骏华月牙湖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骏华农牧，创立于2011年5月，是集饲草种植、奶牛养殖、无公害处理和体验式

观光农牧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农牧科技企业。2014年7月8日，骏华农牧（830851）

在“新三板”成功挂牌。骏华先后获得区、市和省三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

现正在申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骏华牧场，位于中国黄金奶源带的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万亩奶牛生态养殖基地。

现有五个奶牛养殖区，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奶牛现存栏近10000头，预计

奶牛存栏数15000余头，日产鲜奶110余吨，每年可提供优质原奶4万余吨。

围绕奶牛养殖核心业务，骏华从上、中、下游全方位布局生态循环产业链条。



领跑传媒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公司，注册成立于2008年，主要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

精准的大数据场景营销服务。2016年10月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企业简称“领跑传

媒”，证券代码：839453。目前公司员工70余人，总部设立西安高新区，并在新

疆喀什、新疆霍尔果斯和西安设立三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已通过双软企业及高新技

术企业的认定，目前自主研发了SCADP智能云广告平台、领跑新媒体平台、领跑自

媒体运营平台。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领跑书城营销。网络文学是根植于网络社会中的内容形态，近两

年发展迅速。领跑书城营销依托领跑大数据平台，为广大阅读爱好者提供海量优质

文学作品的电子阅览平台，同时为版权方提供内容分销服务。目前运营的书城有阅

文书城、掌中云书城、阳光书城、悠书阁书城等40个书城账号，书籍类型多样，用

户年轻化，其中女性用户占比90%。                                                                

      微网通联

北京微网通联股份有限公司

京微网通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微网通联”）是国内领先的云通信平台及解决方

案服务商之一，以云通信平台为根基，打造云通信与移动营销并轨的业务模式。

云通信业务构建了涵盖UMC云通信平台、GMP聚合消息服务平台和物联网平台于

一体的政企服务生态，提供——国内短信（短信验证码、会员通知、语音验证）、

一键认证、5G消息（智能短信、视频短信）、国际短信及其他号码服务（携号转网、

空号检测），解决针对终端用户的身份验证、会员通知/营销等场景下的各类需求；

物联网平台提供从智能产品开发到运营的全流程行业解决方案及物联网卡服务。



莲池医院

淄博莲池妇婴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莲池妇婴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成立，位于淄博市张店区，于2015年1月

16日在新三板挂牌，共计融资2.77亿元，是全国首家在新三板挂牌的民营妇产医院。

公司主营业务为向客户提供产科、妇科、儿科、儿保科、不孕不育科、骨科及部分

内科、外科、中医科等方面的预防、保健、医疗服务。公司全资子公司现有3家医院

及1家健康产业公司，员工共计781人，2021年公司进行对外投资，持有一家骨科

医院48%股份。

    莲池医院是由淄博市卫生局核准的具备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二级甲等

妇产专科医院，通过美国“无痛分娩中国行-现代产房Ⅱ级”认证，旗下子公司青岛

莲池妇婴医院通过国际JCI标准认证等。

                                             

      流金岁月

北京流金岁月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流金岁月成立于2011年7月22日，注册资金2.1亿元， 2015年10月30

日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证券代码834021，2020年7月入选精选层，公司是

一家电视频道综合运营服务商，主要利用广播电视网、电信网及互联网为电视内容

供应商提供频道覆盖、内容运营、营销传播和技术支持等综合服务。

核心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分为两层，一方面是以电视频道覆盖服务为核心，深耕

视听行业，围绕电视台等客户的实际需求展开的，同时衍生出了专业卫星数字接收

机的研发与销售、电视剧发行、电视节目营销、电视广告代理服务；另一方面是以

视频购物和商品销售为补充，并开拓了金麦客家庭娱乐平台、哈勃全媒体监播服务

系统，丰富了服务内容，增强了公司的综合实力。



闽威实业

福建闽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闽威实业股份公司创建于1992年，主要经营产品鲈鱼、大黄鱼、金鲳鱼等，

是一家集海洋经济鱼类育种、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7年10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今年年1-8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6亿元，同比增长32.82%，净利润3109万元，

同比增长30%。预计公司全年可实现营业收入5亿元，同比增长10.62%；净利润

5000万元，同比增长30%。在全球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经济波动的背景下，闽威实

业实现了生产经营逆势上扬。                                                                                                                                                                

      博瑞信息

广州博瑞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博瑞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大

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测量、

不动产测绘、海洋测绘、地图编制等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监理、成果检测及验收服务；地理信息，遥感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服务；

时空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建设、建库管理、应用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

空间规划、林业调查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耕地保护规

划、生态建设修复等专项规划的编制、设计、评估、可研、论证、咨询等，

为新三板高新技术综合型



诺思兰德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

类药物和眼科用药物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4

年6月， 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研发及管理团队，在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生产与

质量管理、药厂建设、药品经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建立了基因载体

构建、工程菌构建、微生物表达、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生物制剂生产工艺及其规

模化生产技术以及滴眼剂药物开发等核心技术平台，为持续开发项目提供了保障。

公司坚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平台，主要致力于心血管疾病、

代谢性疾病、罕见病和眼科疾病等领域生物工程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                                                                                                                                                  

      

富连京

秦皇岛富连京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富连京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月11日，是中、日合资企业，主要

从事半导体致冷器件、致冷应用产品、电子电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公司坐落于秦皇岛开发区珠江道20号，注册资本为1333.33万元人

民币。

公司主要产品——半导体致冷器是除了氟利昂制冷以外的一种新型的制冷技术，它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无污染、无噪音可精确控温的特点。主要应用于饮水机、小

冰箱、红酒柜、车载冰箱、净水器等家电领域；机柜空调、蝶形放大器等通讯领域；

美容、医疗、控温设备、汽车等领域。目前市场主要在日本、韩国、加拿大、德国、

以色列、香港、中国。

    



威锐股份

上海威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威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锐股份”）于2019年7月挂牌新

三板（证券代码：873328）。始创于2006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获工信部

无线电管理局核准，围绕工业无线通讯、风光互补发电两大领域，形成了 “基于锐

云管理平台的无线通讯与新能源供电系统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风景园林

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现代化园林景观设计、园林景观施工和

生态治理产业的综合性龙头企业（证劵代码：838795），公司创始于1999年，注

册资金7620万元，年产值10亿余元。

公司现拥有城市园林绿化壹级、环保专业承包壹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风

景园林专项设计甲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承包叁级等多项资质。



国源科技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5184）成立于2005年，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2020年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并于7月

27日首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注册资本13,379万元，拥有3

家全资子公司，25家分公司，累计融资约5.4亿，净资产总额超7亿。

国源科技以地理信息开发应用为核心，通过将3S技术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向客户提供地理信息数据工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空间

信息应用服务等业务。国源科技研发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空大数据基础平台，

并衍生出多种行业应用软件。在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领域，始终专注于以土地空间

为载体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服务，已累计为1000+家政府部门和近百家农业金融机构

提供了空间信息技术综合应用业务。

                                                                                              

      

远盾网络

山东远盾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主要从事基于互联网的汽车配件报价服务与第三方汽

车配件商城的运营服务，致力于打造服务全国的汽车后市场配件供应链。公司整

合了线下的汽车配件供应商、仓储及物流配送服务商、网上结算服务商等产业链

上的各参与方，为客户提供全品类的汽车配件信息、采购、物流、仓储、支付、

渠道等一站式服务，帮助保险公司客户实现了精准理赔，帮助汽修厂客户实现了

汽车零配件厂对厂销售和“仓库对维修车间”配送，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客户的运

营成本，推动了汽配行业向“互联网+”模式发展。



景泽环境

广东景泽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景泽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原“广州市景泽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简称

“景泽环境”）创立于2015年6月，是一家专业从事河湖生态修复、生态湿地建设、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海洋两栖生态系统构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打造了从

规划设计、技术研究到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和项目投资为一体的完整的生态环境修

复产业链。

公司重视自主创新，针对目前环保产业的空白领域，前瞻性地开展了“两栖生态”

相关的研发工作。在滨海潮汐带的特殊环境条件下，研究筛选了数十种适应不同的

涨落潮生境及耐盐生长的水生植物，研发打造“两栖生态”技术体系，构建以水生

植物为主体，结合底栖动物、微生物、附着藻和鸟类等为一体的两栖生态系统。公

司应用该技术于2018年11月在广州市南沙灵山岛成功构建了全国首例两栖生态系

统，运行至今效果良好。公司已针对“两栖生态”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技术实力

为全国领先水平

      宝贝格子

北京宝贝格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宝贝格子(NEEQ: 834802),2015年登陆新三板，2016年-2021年连续六年进入新

三板创新层，创新成指样本股，科创100企业，朝阳20强。

通过数字信息化技术融合供应链管理及渠道销售开展的母婴品牌运营企业；

海外直邮B2C平台，易观国际分析报告跨境电商及母婴电商均为行业TOP3；

强大海外供应链覆盖20+国家和地区，全球3000+母婴品牌，打造C2B模式，发展

自有品牌；

先进的线下线上结合、服务零售结合的母婴新零售平台，1+X覆盖母婴全生态链；

1+N内容电商，打造新零售+医疗+教育+红人经济综合平台；摒弃货架式商品陈

列，吸引80-95后；



吉冈精密

无锡吉冈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由成立于2002年的日本独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而来并更名为 无锡吉冈

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股票代码836720 。目前位于无锡锡山经济开发区，

自2002年成立以来，凭借着勤奋的团队及优质的客户群，我们得到了快速成长；

2015年在烟台成立了新公司，2019年武汉工厂已正式投产 。公司专业从事锌,铝合

金件的压铸，浇铸，CNC精密加工，表面涂装和组装等一站式服务。目前锌合金压

铸机有3台：30T（1）,88T（2）；铝合金压铸机22台:180T(5)、250T（5）、

300T（2），350T（5）、400（2）、650T、800T、1250T;   数控车床:38台;  

加工中心:53台；自动喷漆流水线一条、全自动和半自动喷涂流水线各一条。业务涵

盖小家电的蒸汽类产品、复印机、汽车零部件、LED、通信、电机、纺织行业等。

客户有博世、三立车灯 、普利司通、牧田、特瑞堡, 万都、A.O.SMITH、八乐梦床

业、豪圣挚达、村田纺机、NIDEC、富士通天、理昌、Canon、Shark 等。目前员

工总数为390名,厂房面积26000平米,产值约3亿人民币

      

智新电子

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坐落于 “世界风筝之都”山东省

潍坊市，于2006年成立，2016年挂牌新三板，2021年新三板精选层上市（证券简

称：智新电子 证券代码：837212），是一家专注于连接器线缆组件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消费电子类业务及汽车电子类业务。其中，消费电子类业务聚焦于

娱乐设备、现代办公、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方向，产品应用于平板电脑、游戏机、

智能电视、智能音箱、智能家居等产品中；汽车电子类业务聚焦于高速数据传输、新

能源汽车、汽车安全、汽车导航系统、音箱系统等方向，产品应用于智能辅助驾驶系

统、新能源三电系统、汽车安全驾驶系统、车载娱乐设备等产品。



永辉化工

中山永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永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注册地址：中山市西区隆昌工业区

昌观路47号，是一家集研发、生产、检测和销售儿童玩具油漆全方位的企业。自

成立以来就专注于儿童玩具油漆，建立优越的企业文化和质量管理体系，更斥巨资

购买进口先进检测仪器和成立国家认证实验室。通过不断努力现已拥有多项发明专

利和拥有行业内最多和最先进的进口检测设备如ICP、GC-MS、ICP-MS等；

2016年设立控股孙公司“永恒检测有限公司”，为第三方化学检测和质量保证管

理系统优化服务，检测领域包括玩具及儿童产品、电子电器产品、皮革及纺织品、

装饰材料、农产品及食品、环境等，目前已分别获得国家实验室CMA、合格评定

      

凯凯金服

北京凯凯金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凯金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都北京、风景秀丽的陶

然亭公园南侧——陶然大厦，公司初创于2008年12月，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民营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资力雄厚，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良好的企业

形象与雄厚的实力，使公司在行业中有着绝对的优势。公司主营业务为商务礼品、

广告门楣、安防监控、金融设备等。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追求专业、诚信、服务的企业理念，在公司创始人黄庆波先

生的带领下，公司业绩连创新高，跻身于京城数万家民营企业前列，公司全资子公

司——北京凯凯通达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北京市东城区纳税优秀企业且曾连续

三年被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授予《守信企业》



华之鹏

华之鹏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之鹏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成立，位于佛山顺德，是一家专注

于有色金属产品的经营和服务的有色金属产品生产和供应链服务企业。服务范围涵盖

有色金属原材料、铝加工辅助材料、铝中间制品、铝型材和铝加工艺流程的全面解决

方案。

2019年，华之鹏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集资股改上市，证券代码为：873290。

目前，公司是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七家分（子）公司的固定合作伙伴；是广东

美的电器集团公司、格兰仕电器有限公司、广亚铝材公司、忠旺铝材公司、本田（中

国）、云南铝业、中铝贵州铝业、平果铝业、兰州铝业、汤浅蓄电池公司和丰田汽车

（中国）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的核心供应商，年销售额连续五年突破二十亿元人民币。

公司连续十年被中国建设银行、广东发展银行评为“VIP客户”，连续四年被银行业协

会评为“守信用企业”，是首批国家税务局认定的“A级”诚信纳税企业，新近荣获

“2020年度SMM有色金属优质贸易商”奖项。

      

金色股份

金色西部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金色西

部传媒以整合优质传播媒体为出发点,以打造陕西一大综合性领航全媒体商为终目标,在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强大依托下,全力整合、经营、发展陕西省内

丰富的中高端广告媒体。

金色西部传媒现主要从事轨道媒体投资运营、广告媒体代理、大型活动策划、品牌全

程营销、广告装饰制作等项目。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广告运营团队,通过策划、媒介、

客服、工程、财务、运营等10余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实现了公司运营的良好与稳步发展。



四联智能

四联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四联智能）成立于 1992 年，总部位于

西安市高新区。2014 年 5 月在新三板成功挂牌，2018 年成为西安市集中供热

企

业。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四联智能已发展成为国内智慧清洁供热（冷）专家。

面对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四联智能从 2008 年开始大力推广以地

表水源（城市污水、江河湖海水）热泵、地下水源热泵、土壤源热泵、冰蓄冷为

核心的新型绿色能源技术，积极响应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治污减霾·保卫蓝

天”的号召，通过多个项目的成功实施，成为智慧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

商。

      

中百信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信”）成立于2002年11月，

目前股本6707.5万股，于2017年2月14日成功挂牌新三板（股票代码：

870992），并于同年5月31日进入新三板创新层。

中百信是一家专业从事信息系统工程咨询、监理、测评的高科技公司，科技部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工程监理系统

咨询甲级资质、中国电子企业协会颁发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甲级单位证书、网络

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推荐证书、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

会颁发的信息技术服务咨询设计标准符合性证书、ISO9001/ISO14001/ ISO45 

001/ISO27001/ISO200 00 等五项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中航泰达

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工业烟气治理领域综合服务商，

致力于为钢铁、焦化等非电行业提供工业烟气治理全生命周期服务，具体包括工程设

计、施工管理、设备成套供应、系统调试、试运行等工程总承包服务以及环保设施专

业化运营服务。作为国内最早在钢铁领域布局的环保企业之一，成功穿越钢铁行业完

整周期，已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与行业经验。2016年3月在新三板挂牌，连续五年维

持创新层。2020年7月成功入选精选层，是国内首批32家精选层挂牌企业之一，预计

2021年四季度公司将成为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批上市公司。

      牛帆数据

上海牛帆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为业务大数据挖掘产品NiuFind机构版、个人版、基于大数据精准投行服

务及相关数据定制业务。针对券商、私募机构、投行、银行等主体实际业务场景，利用

云计算、大数据及AI技术进行深度价值挖掘。公司自主创新研发了智能并购、智能投融、

智能贷款、融资预测等业务大数据智能模型，囊括业务机会挖掘、业务智能投研、尽调

报告一键生成、智能投后管理等细分业务场景，为金融机构提供新一代基于业务场景的

大数据产品与服务。



城数连控

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联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四联智能）成立于 1992 年，总部位于

西安市高新区。2014 年 5 月在新三板成功挂牌，2018 年成为西安市集中供热企

业。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四联智能已发展成为国内智慧清洁供热（冷）专家。

面对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四联智能从 2008 年开始大力推广以地

表水源（城市污水、江河湖海水）热泵、地下水源热泵、土壤源热泵、冰蓄冷为

核心的新型绿色能源技术，积极响应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治污减霾·保卫蓝

天”的号召，通过多个项目的成功实施，成为智慧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

商。

      

惠尔明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尔明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专注于工业涂料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工程服务的

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轻工产品、工业防护、新型建材等领域，业务范

围涵盖工业涂料、涂装全产业链及相关的贸易金融。2015年3月，公司正式登录

“新三板”资本市场，成为“新三板”工业涂料第一股，公司正依托自身技术、

人才和资本平台优势，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表面

涂层综合服务商，通过资源整合和价值链深挖，打开公司未来的成长空间。

“新三板”工业涂料第一股

“新三板”工业涂料领域整合先驱

2015年全国涂料行业百强企业

2016中国涂料行业发展潜力企业



力尊信通

北京力尊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力尊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5291）成立于2003年，隶属于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IT解决方案、全面的技术支持以及

按需定制的专业化服务。十几年来，公司在应用交付、网络安全、核心网络服务、无

线安全、流量分析等领域，培育了大量专业化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面向行业应用

的解决方案。

力尊信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并入选高新技术

企业名录库，2017年被授予“百家最具影响力信用企业”，2018年、2019年连续两

年被评为“北京市诚信创建企业”，2019年入选北京“科创100”企业，2020年被授

予为“2019年度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企业”，被认定为2020年度北京市“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晶晟股份

无锡晶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设计并制造汽车零部件，主营产品分为车载电磁线圈、电子油门踏板、车用

传感器三大类。其中，车载电磁线圈主要包括ESP电磁线圈、高压泵电磁线圈、喷油

嘴电磁线圈、OCV电磁线圈等，传感器主要包括泄露检测泵、发动机EGR阀位置传感

器、电喷摩托车用传感器等。



渝欧跨境

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欧跨境”或

“公司”）由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赛玛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发

起组建，渝欧跨境是具有国资背景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主要从事母婴类消费品跨境

进口业务，是重庆市跨境电商首批试点企业，也是重庆市首家登陆新三板的本土跨

境电商企业。

1 主要股东

      

宇之光

深圳市东方宇之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宇之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04月26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局

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李皓，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激光光绘、激光制版设备、PCB精

密检测设备等。

一般经营项目是：激光光绘、激光制版设备、PCB精密检测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

智能设备及相关配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及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

售及服务；激光光绘、激光制版设备、PCB精密检测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智能

设备的租赁业务（不含金融租赁）；PCB线路板的测试及代工服务；信息咨询（不

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许可经营项目是：激

光光绘、激光制版设备、PCB精密检测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智能设备及相关配

件的生产



泓淇科技

北京泓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泓淇(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4年01月1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杨宇环，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经

济信息咨询；企业策划；电脑动画设计；销售服装服饰、鞋帽、箱包、工艺品、日用

品、针纺织品、家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办公用品、电子产品等。

      数亮科技

杭州数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数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运用统计学和大数据方法，开发、应用、推广指数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指数产品的研发、应用与推广，特色小镇信息咨询及

服务，大数据应用及智慧化建设服务，以及第三方评价。迄今为止，已经研发了一系

列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行业、产业指数。为全国特色小镇提供了涵盖申报创建、建设运

营、考核验收等服务，成功开展智慧小镇、智慧市场、数字平台搭建等项目，在国内

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权威性和影响力。2015年公司在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

:832670。2016、2017、2018连续三年荣浙江省成长性科技型百强企业称号。公

司继续致力于服务国计民生、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发屐战略，按照“互联网+指数”

的发展模式，做大、做强、做精指数业务。发挥丰富的大数据优势，开发数亮大数据

产品，同时开展第三方业务，打造中国标普，成就百年数亮。



智博联

北京智博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智博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3960

万元。公司于2014年完成股份改制，并于同年正式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是经北京

市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科技园区“瞪羚计划重点培育企业”、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无损检测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中国交通试验检测工作委员会委员

单位。

      

腾轩旅游

腾轩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腾轩旅游集团（证券代码：833741），

成立于2001年，总部在北京，

在西安、美国、香港、成都、合肥、石家庄、深圳、上海、太原设立了分部，

作为行业内的全球旅行资源配置平台，

为数万家企业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出行产品及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共赢



三川田

广州市三川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三川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川田），始创于2000年，是中国产业馆

龙头企业。2015年6月登陆新三板（证券代码：832545），2020年5月入选新三板创

新层，是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和瞪羚企业。

三川田秉承着“自立自强·务实创新”的耕耘文化，“让世界被深度看见”的使命，以

及“打造世界级的智慧体验入口”的愿景，率先聚焦全球产业发展，主营“线上+线下”

的产业馆“建造+运营”业务。产品系列分为城市级、产业级和企业级三大系别，通过

创意设计，把文化内涵和科技力量注入到产业的未来应用场

      金昌蓝宇

沈阳金昌蓝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昌蓝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2094）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8,000万元，下辖全资辽宁蓝煜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于2015年3月在新三板挂牌，

当年12月份实现首轮股权融资2800万元；公司总资产2亿元，拥有7项发明专利，预计

2021年实现销售1.8亿元，净利润2200万元。

金昌蓝宇是科技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辽宁

省工信厅 “专精特新” 产品及企业、沈阳市科技局科技小巨人企业、电工合金行业标

准修订单位、业内领先企业。

金昌蓝宇是一家混合所有制的科技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地方国有经济参股。公司

的创始技术团队源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粉末冶金研究组、航空焊接研究组，参与修

订了GB/T 8302—2017替代GB/T 8302—2003"铜钨及银钨电触头



科创新材

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3580)成立于2002年，坐落于十三

朝古都洛阳西工区，公司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河南省科技企业”证书、

“洛阳市科技型企业”证书、“科技小巨人企业”证书等荣誉，成立了洛阳市吹氩

透气砖元件工程研究技术中心，并于2013年荣登《福布斯中国企业潜力榜》。公

司本着“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科技创新，互利共赢”的原则，专注于钢包底吹氩

透气砖的生产、研发17年。

      
瑞科汉斯

吉林瑞科汉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瑞科汉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Jilin Rui Ke Hans Electric Co.,Ltd），成立于2009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电气设备、电气元件、新能源电采暖设备、光伏设备的生产制造商，

公司拥有卡伦工业园区、双阳奢岭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合计5万平方米。是吉林省内唯一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化的创新型高科技清洁能源供暖上市公司。公司注册资金

10453.80万元。公司股票代码：839768。                                                                                                                                

公司产品主要有智能型半导体电采暖炉、蓄能式电锅炉、直热式电锅炉、10KV固体蓄热

式电锅炉、半导体电暖器、直热式电暖器、碳晶电暖器、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电气火灾监

控设备、多功能电力仪表、能耗管理系统、光伏发电等多种智能、节能、环保产品，广泛

应用于工业电采暖、民用电采暖、国家电网、大型企事业单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众多

领域。



道有道

道有道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道有道科技集团股份公司创立于2007年，是一家致力于向互联网、教育、汽车等全行

业客户提供用户增长服务的科技公司。

公司通过数字化效果营销，为客户获取新增用户；通过程序化内容唤醒，为客户激活

存量用户。公司以“创意＋优化”、“数据＋算法”为驱动，不断创造更好的效果满

足客户需求，推动用户增长服务向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升级。

公司奉行“客户第一、创新、协作、诚信正直、敬业担当、精益求精”的价值观，努

力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成为领先的用户增长智能平台。

      营财安保

江苏营财安保股份有限公司                                                                                                                                        

营财安保前身为苏州市财政局下属汽车服务中心企业，于2003年转型为民营安保公司，

并建立完善的党团、工会体系。此外，公司设有退役军人之家，作为苏州首批“优秀退

役军人之家“吸纳众多退役军人加入公司人才队伍，打造高标准、高水平的安保队伍。

江苏营财安保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江苏省公安厅颁发的《保安经营许可证书》，是全国第

二家、江苏省第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专业性保安服务企业。公司致力于专业细致的人性

化服务，结合半军事化的队伍管理，为每一位客户营造一个安全、安心的环境。



海能技术

海能未来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未来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能技术”）创建于2006年11月，

注册资本71,435,280元。公司是专注于分析仪器与分析方法研究的科学仪器制造

商，致力为食品、药品、农业、化工、环境保护、医疗诊断、生命科学等领域提

供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简称：海能技术，

证券代码：430476，是新三板首批做市企业，是“三板指数”、“做市指数”双

指数成份股。挂牌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的要求，健全内部

组织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保证公司依法规范运营。登陆资本市场后，公司

成功进行了4次股票发行，累计融资1.51亿元。并于2015年下半年完成了对同行

业公司——上海新仪微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目前该公司运行状况稳定，

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收益。

      

科达自控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股票代码831832），是一家集新一

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研发应用为一体的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下设

7个子公司，以物联网技术应用为先导，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

术，为城市公共设施的智慧升级和能源行业的智能改造赋能，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

业务涉及智能控制装备以及矿山特种机器人的研发与制造； 365在现（线）技术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及信息安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恒拓开源

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拓开源）是国内第一家以开源技

术进行企业服务的高新技术公司。由首位华人世界级开源技术奖获得者于2007年

创办，目前在全国设有十余个分支机构、8个交付中心，员工总数近1000人。

恒拓开源以航空业务为特色，拥有超过10年的行业服务经验，是国内领先的民用

航空业信息化技术及服务供应商，打造了面向航空公司和机场运行的完备产品、

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覆盖运行控制、飞行安全、市场营销、机务维修、航空油

料等核心民航IT系统。目前投入运行的系统每天为国内超过12,000架次的航班提

供运行控制及保障服务，在全国145个机场，为10000+架次航班提供智慧加油支

持；每年为1000余万旅客提供购票和旅行服务。

      德众股份

湖南德众汽车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业务立足湖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凭借着进入时间早、投资规模较大等优

势，公司已在湖南、贵州等区域形成了一定的市场优势和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口碑。

目前公司旗下拥有26家4S店，2016 年 8 月 1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证券简称：德众股份，股票代码：838030），为企业持续发展，更好

的服务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8 年 5 月，公司进入新三板创新层，为公司

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20年11月27 日，公司成功进入精选层，

成为全国首家汽车经销商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上市的企业。



汉亦盛

汉亦盛数据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汉亦盛数据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亦盛）是一家专注于企业用户 ICT 软硬

件基础设施和数据管理专业服务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基于多品牌、跨平台、

区域性的一站式 ICT 服务器，存储，网络，超融合等硬件 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

备份等软件系统的专业服务，通过广泛围绕在企业数据为中心的系 统支持服务的基础上，提供 

ICT 架构设计与构建、调试及维护的一站式服务和解决方案。公司总部位 于上海，在国内一线

城市，海外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等都 有技术覆盖。

同时随着近年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实施，大量国内企业产生海外 IT 服务需求， 公司

在中国企业海外 IT 服务交付上处于国内领先位置。公司目前服务客户 500 家以上，其中近一

半是 世界知名企业，遍布金融、制造、政府、通信等多个行业。

      立方控股

杭州立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立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方”），高新技术企业，2000年成立，是全

国领先的以识别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商，主要业务涵盖智能停车、门

禁通道、安全应急、运营服务等领域，各类产品及管理系统广泛应用于现代化的智能大厦、

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交通运输、住宅小区、商业物业、风景区等场所。目前，立方已

在全国拥有30余家分子公司，市场网络覆盖全国重点城市，并且与华润、嘉里、恒隆等多

家大型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2015年，公司挂牌新三板并同时定增，开始布局互联网停车业务。公司证券简称：立方

控股，证券代码：833030。2016年初，公司又获得多家知名投资机构B轮融资，整体估

值超20亿，为公司互联网停车的市场化拓展及停车云平台的研发注入强劲资本。



安人股份

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安人股份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660万元，现有员工350余人。公司以“让

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为使命，致力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技术，为

123**政务服务领域提供智慧政务联络中心整体解决方案，为政府及其他重点行业提

供网信工程整体解决方案。

经过20多年的耕耘，公司在123**政务服务联络中心领域与10个部委开展合作，拥

有了170余家省部级123**客户，得到了客户的充分认可。

      

大亚股份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1997年3月，注册资本11430万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中

心大街288号，占地面积300余亩，是一家集研发、生产、电子商务、技术咨询、工

程总包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5年6月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证券代码

832532，创新层企业，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三大金属表面处理综合服务商。目前，

拥有大亚机电、大亚机械、大亚云商、大亚海洋装备四个全资子公司。公司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职业健康管理体

系、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还拥有中国、美国、德国、

法国、挪威、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9个国家船级社的工厂认可和产品认证，

具备国家防腐蚀涂装施工一级资质和建筑施工业二级资质。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7.4元，净

利润4382万元。



用友金融

用友金融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金融是面向金融行业各细分领域的数智化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收入主要

来自于产品及技术服务和运行及维护服务。客户类型主要为银行、保险、信托、证券、

基金、期货、资产管理、金融租赁、金融控股等金融企业，金融交易所及金融监管机

构，以及互联网金融、融资租赁、保理、保险中介、小贷、消费金融、融资担保等企

业。核心产品主要为金融行业数智化管理系统以及金融行业数智化业务系统，主要包

括财务核算与共享系列、管理会计系列、税务管理系列、人力资本管理系列以及数智

化资产管理系列等产品。截至2021年6月，公司累计服务金融客户超过1,000家，在行

业内树立了优良的口碑以及领先的品牌知名度。助力金融机构智能化决策、移动化运

营。

      

启奥科技

 唐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注册地址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成

立于1999年，法定代表人于保田，注册资金8945万元，是一家面向全国范围内各省份

专业从事血液管理、政法管理、健康管理等领域智慧化软件研发、信息服务、数据安全、

系统集成、大数据应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软件企业、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

于2014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831287，处于新三板创新层。集团现辖7个

分子公司，共拥有员工617人，其中研发人员达280人，系河北省首个上市的软件企业，

获得新三板最具投资价值百强企业（在省内排名第一）。2020年集团整体营收近2.7亿

元（2021年预计营收可达3亿元），资产总额6.47亿元。



德源药业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29日，是一家集药品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制药企业。公司占地面积12.5万平方米，其中制剂工厂占地

71000平方米，原料药工厂占地54000平方米。公司已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 “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和“省优秀企业技术中心”。经过10余年的发展，公司于2014年12月完

成了股份制改造，2015年7月14日成功在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32735，股票

简称：德源药业；自2016年以来连年进入新三板创新层，并于2021年1月成功在

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上市。

     

      

海颐软件

 烟台海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海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股票

代码：832327）;公司具备咨询规划、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实施运维、综合运营

等全方位的数字化服务能力，承担多个省部级及地方科技项目，持有跨行业、多专

业的200余项专利、软件著作权及产品登记。拥有员工1700余人，培育出由泰山

产业领军人才、公安部信标委专家、山东省数据大师、烟台市产业领军人才等领衔

的数百名高级专业化人才。  公司聚焦电力能源、政务公安和交通运输三大行业，

以北京、广州、南京和济南为中心，构建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及服务网络，依托丰

富的产品体系、精进的创新研发体系、高效的服务体系、可靠的质量管理体系，打

造完善的行业解决方案，为全国800多家客户持续交付优质的数字化产品与服务。



现在股份

你好现在（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你好现在（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05月1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崔晋铭,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9月20日）；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技术推广；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策划；经

济贸易咨询；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等。     

      
山维科技

北京山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山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清华山维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测绘地

理信息软件开发、销售、技术及工程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公

司具有国家甲级测绘资质，土地规划乙级资质，。

山维科技作为一家技术创新型企业，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技术的进步

与发展，在技术创新上始终保持高度的前瞻性，引领行业新技术，服务行业新方向。

2008年，公司推出的大型测绘数据生产与管理平台“EPS地理信息工作站”，风靡市场，

形成了“测绘建库一体化，一个平台打天下”的完美解决方案。近几年，随着社会发展

对地理信息需求的日益增加，公司相继推出了测绘地理信息企业信息化综合管理、国情

监测、裸眼三维测图、立体测图、点云测图、实景三维不动产权籍调查、第三次全国土

地调查、自然资源测绘管理等系列新产品，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化测绘生产管理与

共享应用“全生命周期”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技术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京博物流

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公路汽运、铁路货运、管道运输、港口储运、

海上运输于一体的现代第三方物流企业。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注册资本

15623.1万元，主要服务于石油化工、热电、板材、粮油加工等制造业企业。公

司于2015年12月2日正式登陆新三板资本市场，证券代码834616，并于2016年

6月27日正式进入首批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名单。公司自有车辆400余辆，可调动社

会危险品运输车辆2000余辆；拥有自主产权的铁路专用线8条，公路配送中心2处，

油品罐区119万方，危化品综合物流服务能力位居山东省前列。

     

      

圣博润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亚天天能的愿景——向全球智能指纹锁行业优秀品牌的目标迈进，打造智慧家庭

平台，建造国内领先的O2O移动互联网社区服务平台；致力于员工、顾客和股东

的价值创造；努力提升长期增长和盈利，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强大的品牌优

势。亚太天能TENON品牌，创始于1991年。广东亚太天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智能指纹锁领域领先的产品提供商和解决方案服务商，TENON在中国的应用，以

专注于指纹锁著称，到目前已覆盖全国300个城市近1500万个用户，能针对不同

类型的门以及不同场合使用要求，研制出专款专用指纹锁，满足楼盘、住宅、办公

等多个场所的需求与使用。TENON历时24年的沉淀，建立有标准、专业和规模化

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基地，拥有全自动SMT指纹锁电子模块贴片和精工级标准的无

尘生产车间，以及标准化的质量控制与研发体系，确保指纹锁精密度极高的要求和

行业高品质保证。亚太天能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和创新体系驱动着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一个只有数人的研究所发展成为行业规模最大的服务制造商之一。



源启科技

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源启科技【股票代码：836949】是国内最早从事医疗信息化软件研发的企业之一，公

司成立于 2007 年，长期深耕于医疗信息化领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和投入，公司目

前已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信息化核心技术与产品体系，覆盖智慧医院、

互联网医院、智慧城市、集团医院等健康解决方案，产品包括外联业务中台、互联网+

诊疗服务、分时段精确预约，电子健康卡、人脸识别支付、电子票据等服务。

       

      西瑞控制

西安西瑞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瑞集团成立于2000年1月31日，注册资金5,226万(元)，集团以西安西瑞控制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瑞控制）为核心主体，下设全资子公司三家、分公司两家。集

团总部设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园C区1号瞪羚谷D305室；西瑞产

业园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瑞产业园内，是西瑞的常设办公地和生产基地。西瑞集

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

 西瑞公司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企业，拥有一批事业心强、专业基础扎实、学术水平高、

科研开发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优秀中青年技术和管理人才。现有员工

2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76%，本科以上人员占85%，其中硕士、博士学位及中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占40%。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测试流程系统和电力系统静模实验

室等科研验证环境，设有研究生科研工作站，与西安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仟亿达

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公路汽运、铁路货运、管道运输、港口储运、

海上运输于一体的现代第三方物流企业。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注册资本

15623.1万元，主要服务于石油化工、热电、板材、粮油加工等制造业企业。公司

于2015年12月2日正式登陆新三板资本市场，证券代码834616，并于2016年6月

27日正式进入首批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名单。公司自有车辆400余辆，可调动社会危

险品运输车辆2000余辆；拥有自主产权的铁路专用线8条，公路配送中心2处，油

品罐区119万方，危化品综合物流服务能力位居山东省前列。

     

      

约顿气膜

北京约顿气膜建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京约顿气膜建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约顿）

是一家致力于推广绿色环保的创新型膜结构建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约顿创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中国·北京

隶属于北京市大型国有企业一北控集团

2014年率先登陆新三板,股票代码:831527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约顿公司形成了以膜结构空间技术应用为核心的多产品多 场景多

元化业务体系,建立了开放性平台化经营模式,旗下拥有"约顿""约 顿气膜"、"约顿智

造"“B.I.T.A网球俱乐部”等优质品牌，产品应用于体育 运动,商业文旅、工业环保,

农业种植,物流仓储、高原军事等众多行业领域。



中农华威

中农华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农华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包虫病防控系统供应商，中国兽用驱虫药

领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绿色工

厂。公司以开发尖端、高效、优质、绿色的兽用产品为主导方向，聚焦人兽共患病

防控制剂、兽用驱虫药、药用天然植物发酵、宠物保健品、宠物食品和卫生消毒剂

等领域，研制、开发新型兽用药品、新型医疗器械、新型饲料添加剂和新型卫生消

毒剂等。2019年公司包虫病研发团队入选湖北省双创战略团队，2020年获新疆科

技进步一等奖。

      芯联创展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物联网领域的专业RFID技术服务商，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自2005年公司成立以来，芯联创展面向零售领域、资产管理、生产制造管理、防

伪追溯管理、物流供应链管理、人员管理、车辆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客户提供全球领

先的RFID产品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芯联创展在北京（公司总部）、上海、深圳（硬件研发及制造）等多个城市拥有业

内资深的RFID技术应用咨询团队，可以帮助客户规划和实施最适合其需求和应用技

术的解决方案。十几年的聚焦沉淀让芯联创展的品牌已经在超高频RFID行业里成为

了一面旗帜。

RFID作为物联网核心基础数据采集的一种技术手段，目前市场上唯一可以用来标识

物品身份及实时状态的无源数据采集、传输的通讯技术，正在工业及民用的各个行

业中体现出其越来越大的价值。芯联创展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全面的超高频RFID

产品，特别是超高频RFID模块、固定式读写器、一体式读写器等多种行业的专属

RFID读写设备



文龙中美

山西文龙中美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文龙中美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文龙中美”），成立于 2009 年

4 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国（山西） 

晫越瓦斯研究中心发起人之一，太原市模范单位，能源革命新锐企业，2020 年 山

西省重大科技专项承担单位，能源高质量发展典型项目获奖单位，2021 全球 技术

转移大会融合创新奖获奖单位，科教兴晋先进单位。证券代码：838624（创 新

层），注册资本：4500.14 万元。公司拥有国家煤炭行业（矿井）专业甲级设 计

资质、环境保护工程甲级（水处理）、环境保护工程甲级（污染修复）、煤炭行 业

（选煤厂）专业乙级、建筑专业乙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 总承

包叁级等多项设计及施工资质。

      

雷腾软件

上海雷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立足于“互联网+新能源”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汽车交通行业，专注于“车联网应

用”和“绿色智能出行”的平台开发及服务运营。其中车联网应用板块，结合行业

发展趋势，将ADAS智能驾驶辅助、5G/V2X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到

车联网智能应用领域,设计与研发车联网智能应用的解决方案与应用产品，提供面向

车联网服务配套的定制智能化软件、硬件以及管理平台的开发与服务。在新能源绿

色智联用车出行领域，公司将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与行业应用深度

融合，聚合行车数据与用户动态需求，提供定制化出行解决方案与开发共享聚合出

行平台。

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软件企业，多次被上海市经济信息委员会审定为上海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颁发的《智慧商务出行探索奖》

等荣誉

主营产品：智能行车应用软件的销售，车联方案及产品的销售，共享聚合出行平台

的服务。



西信信息

上海西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信信息”，证券代码：872324）为上

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上海市软件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已获得国际软件体系CMMI5认证、ISO体系认证、多个上海市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并获得了“SAP亚太地区咨询合作伙伴”、“SAP研

究院全球协同研发战略合作伙伴”等重要合作授权，成为国内独有拥有SAP多重资质

的信息化服务公司。截止到目前，西信信息共获得1项发明专利（2项发明专利正在申

请），4项高新成果转化项目、11项软件产品登记、73项软件著作权。

      

太极华保

北京太极华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太极华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6491），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金

5900万元，是金融保险行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服务提供商。公司提供保险行业的核心业

务软件研发、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新技术的保险创新应用、IT系统建设及服务，并获

得了ISO、CMMI、ITSS等多项认证。致力于“成为保险科技的领跑者！”

 太极华保在金融保险行业精耕细作近二十年，客户覆盖国内近一半的保险企业，在业内

有良好的客户口碑，获得了用户的一致认可。目前在全国全国各省级城市均设有分支机

构，拥有优秀的研发及服务团队，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体系。获得了“保险科技创新

优秀企业奖”、“中国数据中心最具影响力企业奖”、“中国云计算数据中心运营管理

杰出奖”、“中国IT互联网产品创新奖（保险智能坐席）”等奖项，并参与制定《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标准》、《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人才标准》、《模块化微型数据机

房建设标准》等国家及行业标准。



玖零股份

玖零互生文化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玖零股份（股票代码870101）致力于为企业提供销售系统培训、管理、咨询、数

字化转型、训战、知名企业游学、上市孵化及辅导、并购重组及投融资等落地解决

方案，以创新模式驱动企业快速发展。

2011年，公司推出核心品牌《90销售系统》，以独特的“一套系统，三大工程

+90天系统落地”的服务模式，帮助2万多家企业实现了运营升级和业绩增长，

100多万企业核心员工获得能力提升，在行业中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经过十多

年发展，玖零股份已成长为企业管理培训咨询领域的落地服务领导品牌。

      

和创科技

和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创科技成立于2009年1月，目前有员工430人，总部设立于北京市海淀区。公司

的主营业务是基于云计算、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模式为企业客户提供

销售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等服务，主要产品包括红圈CRM、红圈

PMP、红圈营销、红圈通等。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和创已经成为中国SaaS行

业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目前

和创的付费客户数量超过10,000家，包括上海外高桥集团、湖北北山、长江建设集

团、汉威科技、奥的斯电梯、欧通电气、燕京啤酒、都乐等行业知名企业。



奥美环境

山东奥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环境是一家集高端水处理技术研发、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加工制造以及安装

调试为一体的企业。全资投资山东水发优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奥美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获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等称号，拥

有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自主研发生产多种膜类产品，产品通过欧盟CE认证。

现有生产厂区50亩，车间30,000平米，实验室800平米。已经承接各类水处理项目

100多个，产品销往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内蒙古、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省市，

并出口十几个“一带一路”国家（印尼、巴基斯坦、印度、约旦、阿曼、沙特、摩

洛哥、土耳其、泰国、缅甸等）。               

      中运科技

中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运科技”）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定位于智慧交通细分领域，联合交通

部与公安部打造客运站信息化、智能化及安全管理运营平台。目前，公司已发展成

为集新媒体、新零售、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物联为一体的中国智慧客运场景运

营商。中运科技智慧客运平台已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30个省市区域，

辐射约2000个客运站，服务的人群每年达约80亿人次。

公司于2017年挂牌新三板，股票代码：871481。2018 年跻身新三板创新层，成

为新三板明星企业，目前，公司在北交所挂牌的辅导备案已受理。公司现已获得交

通运输部、中科院、深创投以及部分地方政府产业基金的投资。



伊斯佳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斯佳股份），证券代码：838858，是

一家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的创新科技企业，专注于皮肤检测、功效护理、验证

技术和定制服务,专研皮肤及智造创新，专注抗衰生命科技,以生物技术及数据驱动

提供面部和头皮头发功效护理解决方案，拥有“伊斯佳”、“现代经典”、“BS”、

“甄沐”等自主品牌，同时为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提供产品策划和定制输出服务。

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国家化妆品个性化定制智能生产项目、拥有

CNAS实验室、广东省博士工作站、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等

资质及荣誉。

      

特思达

江苏特思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特思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1510）是全球专业致力于中大尺寸触摸显示

商业应用领域的企业之一，致力于商用触摸显示器、触摸一体机、智能会议白板及物

联网触摸显示系列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GR201932007818）

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基础和实力。公司现已成立昆山市工程技术研发机构，苏州市显

示器触摸系统材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江苏省硕士研究生工作站；研发中心配置先进

的研发设备和测试仪器；研发人员占比35%以上，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在触摸显示

行业具有多年的研发经验



万通液压

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专业从事液压油缸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包括自卸车专用油缸、机械装备用油缸和油气弹簧，广泛应用于汽车、

采掘设备、工程机械、军工装备等领域。

公司管理团队和主要技术人员稳定，秉承“为客户打造液压精品”的企业理念，多年

来坚持研发投入，始终遵循产学研结合的规律，提高产品研发效率，着力打造自身的

核心竞争力，目前已被认定为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特种液压油缸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及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并与山东科技大学合作设立产学研基地，致力于液压行

业高端领域的研发和应用。

      三联盛

深圳市三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30日，注册资本4500万元，于

2016年12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挂牌新三板。公司主营贴片类半

导体分立器件及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目前封装形式有SOT-23、

SOT23/3L/5L/6L、SOP8/ESOP8、SOD-123、SOD-323、 SOD-523和SOT-

323、SOT-363，主要产品有微型二极管、三极管、晶体管、精密稳压电路、电源

管理电路、保护电路、单片机、特殊功能集成电路等。



联合永道

北京联合永道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永道是一家基于数字技术面向教育、金融、IT与互联网及其他领域提供全生态

建设方案与服务的领先企业，自成立以来致力于自身产品研发、IT服务和为客户提

供了量身定制的IT产品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自成立之初便深耕IT服务业务，经过不断探索与创新，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离岸

开发中心（ODC）商业模式和增强交付中心（EDC）技术模式，为众多行业客户提

供了软件人才派遣、顾问咨询、软件开发服务、软件测试、信息化运维等量身定制

的IT服务支持与系统解决方案，打造完美客户体验，成就客户价值。

     

      华瑞信息

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在互联网从事纺织化纤信息服务的专业权

威资讯机构及高新技术企业，曾获得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信息）、工

业信息化运行形势样本企业、浙江省电子商务百强、浙江省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

10强企业、浙江省年度重点培养电商平台企业、电子商务老字号企业等称号，公

司积极为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机构提供行业决策支持，相关行业数据被权威部门广

泛应用。

公司2016年初挂牌以来，在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共同努力下，保持公司利润和股东

分红逐年增长，期间公司注册专业用户数增长28.8%，净资产收益率增长22.1%，

净利率增长105.6%，股东分红增长107.7%。2020年实现净利润1916.24万元，

分红率达84.5%。



差旅天下

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科技型“小巨人”企业，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第一批新三板上市企业（股票简称：差旅天下，股票代码：

430578）。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软件自主研发为核心驱动力，通过线上软

件平台+线下服务模式，为企业集团客户提供最专业的企业级消费费控（差旅）管理

平台和服务外包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政府和企业级消费的合规、避险、增效、降

本、优化。 多年以来，差旅天下凭借在大型集团客户费控管理平台和差旅管理服务方

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始终坚持在企业费控和差旅管理（TMC）行业领域深耕细作和开

展技术创新。                      

      创远仪器

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                                                                                       

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注研发射频通信测试仪器

和提供整体测试解决方案的专业仪器仪表公司。公司专注于无线通信网络测试、无线

通信智能制造测试、无线电监测和北斗导航测试等三个方向，拥有自主品牌和一系列

测试仪器核心专利技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并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新技术企业，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20年度江苏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公司拥有一支较强的研发团队，核心骨干均有多年从事移动通信、射频

微波、无线电监测、导航测试的研发经验。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信号分析与频谱分析系

列、信号模拟与信号发生系列、无线电监测与北斗导航测试系列、矢量网络分析系系

列、无线网络测试与信道模拟系列，是我国高端无线通信测试仪器行业的代表性企业。



凯德石英

北京凯德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德石英公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工业开发区漷兴三街6号，主要生产为

IT产业和半导体行业配套的石英制品。产品远销美国、德国和日本。国内主要客户

为大型微电子集团和半导体研究所及大专院校。随着北京凯德公司国际国内业务的

不断扩大，公司逐渐发展成为经营全球业务的跨国公司。    

      乐舱网

山东乐舱网国际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乐舱网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公司主营综合航运物流业务，为

贸易参与主体提供一站式国际物流综合服务。根据跨境综合物流链条上各个不同的

服务环节及业务性质，公司的主营业务分为三大板块四类业务，即：海运物流服务

（包括传统海运物流、线上海运物流）、船舶运营业务、航运物流电商交易平台。

公司业务集中于中国沿海地区，总部位于山东青岛，拥有广泛而全面的国内服务网

络和海外网络，子分公司遍布上海、宁波、昆山、无锡、深圳、香港、大连、海南、

新加坡等地。



佰能盈天

北京佰能盈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佰能盈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73530）位于中关村科技园，系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纳税信用A级企业，主要从事工业领域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致力于构建智能装备、智能产线、智慧物流、智能决策支持及大数据分析为一

体的智能制造体系。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二十余年，公司拥有一支集技术研发、工

程设计、设备制造、编程调试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技术团队，凭借雄厚的技术

实力、丰富的工程经验、优质的技术服务，为工业领域客户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和智

能化系统解决方案。

      同辉信息

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辉信息成立于2008年，成立13年来，在董事长戴褔昊的带领下秉持着为客户提

供最佳视觉的初心，专注做领先的智能视觉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定位，同辉信息在戴

褔昊的带领下公司规模

及盈利能力不断增强。13年来，公司已从创立之初只有单一的商用显示集成业务，

逐渐成为今天涵盖创意策划、方案设计、系统软件开发、内容制作到实施运维等覆

盖场景空间及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智能视觉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业务涵盖金融、企业展示及数字展馆、VR教育、数字影院等行业领域。公司

的创新解决方案使得客户的设计、实施和后续运维都更为高效、便捷和可靠。13

年间，公司的营收实现了逾7倍的增长。就公司的长期战略而言，公司始终专注技

术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发，不断采用新技术升级方案，根据客户场景应用的不同需求，

将物联网、虚拟现实（VR）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到方案中，先后取得专利及

著作权共计 188 项，技术能力在行业内处于优势地位。

    



中投保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保公司”或“公司”)于1993年经国务

院批准，由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出资成立，是国内首家全国性专业担保机构，现为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2010年，公司完成增资改制工作，通过引进建

银国际、中信资本、鼎晖投资、新加坡政府投资、金石投资、国投创新六家新股东，

公司从国有独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2015年，采取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并挂牌新三板(股票代码：834777，股票简称：中投保)。

      申朴信息

申朴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申朴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向金融行业和保险行业公司提供科技解

决方案和软件开发服务，公司具有丰富的向金融行业公司提供科技、IT、互联网开发的

经验，以及对互联网产品、技术及运营模式的深刻理解，为其提供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

将这些经验及理解固化于软件产品、移动应用中去。通过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将这些

经验与知识传递给客户，并采集客户的反馈及需求，形成新的解决方案。以技术来推动

客户的业务发展，同时带动技术的创新，帮助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紧跟并引领细分行

业的技术发展。



群康科技

上海群康沥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群康沥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7月3日，公司主要从事道路路面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以

“路面新材料”为核心竞争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万杰科技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专业生产卷筒纸印刷机系列及其附属配套产品。主要产品有：PS版间歇轮转

印刷机、LZ凸版间歇轮转印剧机、斜背商标印刷机、层叠式柔版印刷机、商标模切

机五大类。公司至成立22年来就一直专致于标签轮转印刷机械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产品远销亚洲、欧洲、美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行业中稳居省内行业细分领域

市场第一位，国内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名列前茅，其技术、质量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是中国北方最早研制标签印刷机的企业之一；是国内轮转印刷机械行业首家登陆新三

板的企业；是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北省科

技型中小企业、河北省诚信企业、河北省创新型企业、河北省首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河北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河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唐山市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



百丰医药

辽宁百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理产品50余种，有数个明星产品如康艾注射液、甘草酸单铵半胱氨酸氯化钠注

射液及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等居辽宁省同类产品前列，代理

产品销售额达三亿元，重点培育肿瘤、血液制品、消化、心血管、结核及专科用药六

条产品线。

公司本着“诚信、担当、专注、创新”的价值理念，与时俱进，整合资源，不断打磨

核心竞争力，力争成为行业领域专家

      沃土生物

北京沃土天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沃土天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1年，是高新技术企业，坐落于中关

村科技园区。公司立足于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领域，主要从事有机固废生物处理相

关领域的技术研发、设备生产、工程服务、产品销售和投资运营。重点开展养殖粪

污、田园废弃物、市政污泥、餐厨垃圾、农工牧等产业废弃物堆肥处理及有机肥生

产项目合作， 以及VT系列菌剂在堆肥发酵、秸秆腐熟、环境除臭、养殖益生素、

肥料伴侣、生态种植、污染物降解等方面的推广应用。
 
    



联飞翔

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简称：联飞翔，股份代码：430037）成立于

1995年10月，注册资本2亿元，是东城区第一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公司自2004年起一直致力于新材料技术及其衍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技术产

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节能环保领域和环境健康领域。公司将自主研发的无机非金属材

料陶瓷功能材料技术转化为车用环保节能滤清器、车用长效低碳润滑油、负离子清

新空调过滤器、低张力环保玻璃清洗剂、防冻冷却液、消毒液等多项高新技术产品，

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公司作为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已累计申请各项专利

103项，累计获得专利76项。同时，公司的核心技术“具有活化流体燃料分子及助

燃功能的陶瓷材料及其用途”荣膺北京市发明专利奖，且自主开发的创新产品先后

被认定为“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

      长城搅拌

浙江长城搅拌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进入搅拌行业，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搅拌技术

开发与搅拌设备设计、制造的创新型企业，2016年新三板挂牌上市，。企业不断保

持技术创新、推动管理模式改革，力求“成为搅拌行业受人尊重的世界一流企业”。

公司生产的搅拌设备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化工、生物医药、食品、能源、环保、水处

理等行业。公司设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技术中心，省级企业研究院，

省级院士工作站，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多项省、市科技开发项目，技术开发水平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已有近140项科研成果获国家专利。公司是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的起草单位。



美罗福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2003年8月份，注册资金4456万元，是

一家以农药开发、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国家农药原药、制剂双定点生产企业。

公司位于邹平市韩店镇工业园，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公司拥有员工100余名，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名，全部本科以上学历。 公司主要从事高效、低毒、绿色环保

型农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包括原药产品、制剂产品，原药产品目前有

8类：多效唑原药、烯唑醇原药、噻呋酰胺原药、噻虫胺原药、吡唑醚菌酯原药、

三唑酮、丙溴磷原药、噻菌灵原药。制剂产品悬浮剂、水剂、可湿性粉剂、乳油、

悬浮种衣剂、颗粒剂等。 2018年1月30日，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

式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获得股权代码872490，挂牌简称：美罗福，

正式成为新三板挂牌企业。

      大正仪表

重庆市大正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正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9日，其前身是重庆市北碚温度仪

表厂，位于北碚区冯时行路290号（与北碚万达广场相邻），占地面积16亩。

公司专业从事温度传感器及配套装置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热电偶、热

电阻、热量表温度传感器、双金属温度计、温度跟踪仪、显示控制仪、补偿导线、

电加热器、钨铼热电偶真空检定装置等。

公司产品经过了ISO质量体系认证、欧盟CE认证、国家级防爆产品认证。

公司是“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简称:大正仪表，股票代码：872715），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接单位，是重庆市工商局认定的“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是国家标准《单芯铠装热电偶》的牵头制订单位，是中国热处理行业

协会评定的“热处理行业推荐供应商”，是重庆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绿京华

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2017年7月成功登陆新三板

（股票代码：871848），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园林绿化

壹级企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单位；至今已

在泰安、通州、亦庄、大兴设立了4家分公司，同时成立北京绿京华景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北京绿京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景园人园艺技能推广有限公司、北

京造园港园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古驿七台科技有限公司五家控股子公司，北京绿

京华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及北京绿京华国际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合

资控股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景观工程、绿地养护、生态修复、市政工程、球

场建设、人才培养、园林设备、景观设计、品牌管理、国际贸易、体育科技、物业

管理、园艺技能推广、校企合作及精准扶贫等业务板块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铁强环保

铁法煤业集团铁强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铁强环保于2015年改制，于2016年在新三板基础层挂牌，公司产品及业务现已辐

射东北三省及山东、江苏、内蒙等国内10余个省市，是辽宁省墙材协会会长单位，

国家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矸石综合利用研究实验基地”。多次获得“中国砖瓦行

业技术革新奖”、“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知名品牌”、“辽宁省墙体材料行业先进

单位”、“辽宁省建材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环渤海地区建材行业诚信企业”

等荣誉。



第一文体

第一摩码体育文化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文体成立于2002年11月，主要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健身及体育运动服务及为0-12

岁幼儿提供绿色教育服务，目前在北京、太原、西安、长沙等地共计开设8家直营健

身会所以及20余家幼儿园所，致力于打造绿色体育生态运营商和绿色教育立方体空间

运营商。

      
康乐卫士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登记注册，

是一家由千人计划科学家与国内创投共同创立的，致力于创新生物医药研发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成立以来，建立了一支由国家“千人计划”、“首都科技领军人才”获得者陈小

江教授领衔，以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亦麒麟人才刘永江教授、张海江博士等生物

医药领域内优秀专家学者为骨干的百人研发团队。

康乐卫士坚持以基于结构设计的重组蛋白生物制品研发为核心技术和业务方向，逐步

建成了国内外领先的重组蛋白药物设计、工程表达（大肠杆菌、毕赤酵母、CHO体

系），病毒样颗粒制备、新型疫苗佐剂研发与评价、重组蛋白药物质量评价及“假病

毒”中和抗体检测，以及重组蛋白药物GMP中试开发等多个关键技术平台，围绕企业

核心技术康乐卫士申请了36项发明专利，其中21项获得授权。



丽明股份

长春丽明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丽明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1月，是吉林省国家汽车电子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5160万元。公司成立至今，秉承“让汽

车更智慧、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使命，牢牢围绕“技术创造价值，服务成就未来”

的核心价值观，严格贯彻“信心、实干、认真、坚持”的企业精神，现已发展为以汽

车电子嵌入式软件及行业信息化软件研发与服务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并于

2014年在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31306），是新三板市场汽车嵌入式软件第一股，

也是首批进入新三板市场创新层的股票之一。

      长峰医院

北京长峰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京长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在北京、上海、郑州、济南、重庆、西安、

南昌、鄂州、荆州等地创建了血管瘤研究院及其临床研究医院(北京中联长峰国际血管

瘤研究院、北京丰台长峰医院、上海曹安医院、郑州长峰医院、济南民生医院、重庆

长峰医院、陕西冶金医院、南昌青云谱长峰医院、鄂州中医血管瘤医院、荆州文杰医

院),是一家拥有一流专家、一流技术、一流管理和服务的专业管理公司。 我们以“为

人类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为己任,以治疗血管瘤、为依托,将高端医疗管理、技术和服

务纳入了事业的发展平台上,创建出具有“长峰”特色的医院管理模式,在国内医疗行业

树立起一面独特的旗帜。针对血管瘤这一高发病种,长峰集团是国内唯一一家以血管瘤

病种为研究方向的医院管理集团,麾下集结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和高端科技人才,投入充足

经费,潜心专研血管瘤诊疗技术,大力发展血管瘤治疗事业。目前,长峰集团治疗血管瘤

的技术水平和疗效在国内、国外均处于领先地位,赢得业界一致赞誉,为数以万计的血管

瘤患者解除了病痛,受到社会一致认可和好评。 



道有道

道有道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道有道科技集团股份公司创立于2007年，是一家致力于向互联网、教育、汽车等

全行业客户提供用户增长服务的科技公司。

公司通过数字化效果营销，为客户获取新增用户；通过程序化内容唤醒，为客户激

活存量用户。公司以“创意＋优化”、“数据＋算法”为驱动，不断创造更好的效

果满足客户需求，推动用户增长服务向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升级。

公司奉行“客户第一、创新、协作、诚信正直、敬业担当、精益求精”的价值观，

努力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成为领先的用户增长智能平台。

      

中达金桥

北京中达金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达金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6756）成立于 2004 年，

作为女性和少数民族裔创立的公司，一直秉承技术服务市场、市场推动技

术发展的理念，形成了特有的服务文化和模式，主要为客户及用户提供技

术服务与市场服务，致力于成为集技术服务、产品研发、市场营销、考试

培训为一体的全方位发展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达金桥始终以“服务是金，沟通是桥”的经营理念和品牌承诺，以

“供您所需，想您所想，做您的 IT 顾问”为指导方针，通过开放式创新、

优秀的运营管理、人力资源发展和储备、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和服务网络

的建设以及联盟与合作伙伴关系等战略的实施，全面构造公司的核心竞争

能力，创造客户和社会的价值，从而实现技术的价值。



六行君通

北京六行君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6年2月，致力于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咨询服务平台，

公司于2015年8月正式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股票代码：

833306　13年的发展过程中，六行君通由传统的市场推广、销售获客、项目服务、

流程管控、资源对接的业务全线程服务机构，转型升级为以品牌“E聊赚”作为互联

网人工智能数据云服务平台流量入口，以品牌“贷诊断”“政策+”作为多平台智能

大数据分发核心，以品牌“摩根虎”作为百城联营共享平台数据服务落地的新型互

联网科技创新企业，并与2018年3月正式被北京市科委评定为第一批科技型中小企

业。

　。

      久银控股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久银控股”）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核准的开展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其它类型业务的全产业链资

产管理集团。目前公司管理基金规模超231亿元，是全国2万多家私募管理公司

中，实现在全国股转系统上市的少数几家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证券简称：“久银控股”，股票代码：“833998”。

公司致力于成为医疗行业整合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力争将久银控股打造成受人尊

重的医疗产业和资产管理相结合的上市型控股集团。



天沐影业

浙江东阳天沐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东阳天沐影业股份有限公司（Zhejiang Dongyang TIANMU & FILM 

Industry），简称天沐影业。公司业务包括影视策划、拍摄制作、艺人经纪、营

销发行等。天沐影业以制作战争剧起家，已拍摄女性年代战争剧《红腰鼓》[1]、

小人物逆袭战争剧《生死连》[2]、史诗战争钜制《炮神》[3]、年代传奇热血战争

剧《东风破》[4]、青春高颜值战争剧《学生兵》。[5]小人物战争剧《战天狼》[6]

（《生死连2》），全景展现抗战十四年热血战争剧《浴血十四年》[7]，国内首款

二次元音乐剧《第九界·异能觉醒》[8]。

      希奥信息

上海希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希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奥信息 证券代码：430632）于

2006年9月在上海成立，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的跨地区信息服务业务经营

资质服务商，同时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ISO9001和ISO27001体系

双认证。

希奥信息在移动商务的平台技术、应用产品、销售渠道和服务网络等领域与国内

三大运营商和全球208个地区的运营商、虚商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服务可

覆盖全球208个地区及中国大陆31个省市；在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耕耘十五载，

动动客短信平台覆盖国内各行各业！

希奥信息作为国内知名的移动商务运营商，创企之初就立志：“用通信构建未来

世界”，致力于帮助全球1000万企业高效连接用户，始终坚持“高效第一”的用

户价值观！公司拥有一批国内高素质的技术研发团队，截至目前已获取技术发明

30余项，储备发明50余项。



东西方
上海东西万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始终坚持以国际教育为主，

面向学生，为他们创造更多优质教育机会，帮助他们实现出国学习理想与愿望；

面向中外教育机构，为他们提供合作交流平台，推动中外教育的交流与互鉴；

面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他们提供教育国际化发展学术研究与咨询服务。

      艾彼科技

浙江艾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专注于中高端汽车仪表、门板和车灯等汽车内外饰模具设计、制造的公司。为

客户创造更大价值是公司一贯追求目标,坚持“努力保证产品的交期与品质”的生产

理念,倡导诚信为本,持续发展,与客户共同成长的经营方针。

工商信息由天眼查提供工商信息



品牌联盟

品牌联盟（北京）咨询股份公司 

品牌联盟(北京)咨询股份公司(简称品牌联盟)成立于2006 年，是一家致力于推进中

国自主品牌群体崛起的专业咨询公司，“品牌联盟”、“Brandcn”等是品牌联盟

旗下注册商标，其中“中国脸”(图形)是北京市著名商标。2016 年8 月，品牌联盟

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中国品牌活动第一股，股票代码为837940。目前，品牌联

盟( 北京) 咨询股份公司已成为国内唯一拥有完整品牌生态链的一站式服务机构。

品牌联盟是“新三板品牌峰会”、“中国品牌节”、“品牌女性高峰论坛”、“品

牌年度人物”、“品牌联盟高峰论坛”的主办单位，并拥有“品牌联盟商学院

BMBA项目”、“品牌联盟网”、“春节回家顺风车”等教育、公益品牌项目。。

      

华光源海

华光源海国际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总部设立于长沙市，注册股本 6835.1579 万，属综合型

国际物流公众企业，系国家一级船代，在长江流域提供内支线集装箱班轮运输、

国际船代、国际货代、三方物流、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管理等综合物流服务。

公司集国际船务代理业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和内支线集装箱运输业务三位

一体，业务范围涵盖长江中下游各主要港口的综合型物流企业。主要经营航线有

长沙港至上海外港江河集装箱航运、岳阳港至洋山港江海集装箱航运。公司拥有

一体化营销渠道，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人才储备，业务范围从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船船代理，再扩展为上游的江海内支线集装箱船舶运输



金昌股份

教浙江金昌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昌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9年3月，坐落于龙游县经济开发区金星大道

37号。公司注册资金7815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100余亩。公司建有6条特种纸生产

线和6条涂布深加工生产线，拥有年产4.5万吨特种纸和年产3.5万吨特种纸深加工能

力，是一家专业从事特种纸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经济效益： 2020年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2.1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03%；净利润219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69%。2021年公司上半年营业收

入1.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01%；净利润17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9.73%。

      派诺科技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派诺科技）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金6811万，总部

位于风景优美、高校云集的珠海国家高新区，拥有两座现代化的科技产业园。

派诺科技以“智慧用电、绿色用能”为使命，主要为大型公共建筑、数据中心、医院、

学校、轨道交通、工业企业等行业客户服务。基于配电、能源、设备和后勤管理四大

专业领域，以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边缘网关、软件平台等产品为核心，拥有方案设

计、系统集成、运维服务等技术能力，提供能源物联网解决方案，赋能用户能源和关

键设备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加安全、高效、节能、智慧的工作和生产环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丰富的产品线，主要产品包括智能电力测控产品、能

源与设备管理平台、基于云的安全、节能和运维服务、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及系统。

公司于2014年登录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股票代码：831175。



昊方机电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耕汽车空调离合器行业20余载，全球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行业最大制造企业，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全国首批两化融合体系认证企业、全国首届“专精特新”企业，主持起草《汽

车空调电磁离合器》国家标准。产品50%出口，进入全球OEM采购体系。同时，

进军粉末冶金、铸造等金属成形相关技术领域，在汽车发动机轮系产品、无油涡旋

空压机、汽车结构件等方面崭露头角。

      华环电子

北京华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2006年

11月28日，公司股票正式进入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2013年4月，经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监会审批，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股份代码为430009，股份简称为华环电子。

公司主要从事信息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在光纤接入网领域

多年荣获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称号。公司致力于自主研发，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具

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新三板研究院·联系人

杨孟怡中国新三板研究院执行院长电
话：010-58301800电子邮件：
yangmengyi@fabpo.com

王辉中国新三板研究院执行院长电话：
电子邮件：wanghui@fabpo.com 

槐金刚中国新三板研究院财税咨询专
家电话：010-58301116电子邮件：
huaijingang@fabpo.com 

谢丽娟中国新三板研究院财税咨询专
家电话：010-58301116电子邮件：
xielijuan@fabpo.com 

李娜中国新三板研究院运营助理电话：
010-58301116电子邮件：
lina@fabpo.com 

赵頔中国新三板研究院助理行业分析
师电话：010-58301116电子邮件：
zhaodi@fabpo.com 

郑呈凤中国新三板研究院助理咨询师
电话：010-58301116电子邮件：
zhengchengfeng@fabpo.com

张雪峰中国新三板研究院助理咨询师
电话：010-58301116电子邮件：
zhangxuefeng@fabpo.com 

  

关注“华财新三板”微信公众号点击“指数查询”查询您所关注
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