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2015年度表现突出单位入围名单

(一)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佳E板推荐机构

上海日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亚豪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荣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汇昌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E板推荐机

构

上海合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尚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朗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瑞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汇喆富投资有限公司

（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具成长潜力E

板推荐机构

上海永鲲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省五道口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伐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忠富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祥瑞创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畅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赢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威尔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进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中都银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紫殿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富安康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汇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蓝色海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好莱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群智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钜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莉持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盛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恒生汇商（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良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宇投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广济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衡循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林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常州东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泛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国安贵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卓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融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弘润（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一伍六零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启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文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陀天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荟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兆尚邦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紫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慧榕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携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鼎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馨富（上海）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综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源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荷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新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源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具市场开拓

力推荐机构

辽宁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汇昌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道理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凌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洋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兆尚邦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宜城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五）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佳经纪业务

机构

上海鑫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贝惠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合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六）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经纪业务

机构

上海国雅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成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国安贵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正天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清大益讯（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汇昌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日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佳Q板推荐机

构

上海汇昌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慧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八）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Q板推荐机

构



上海朗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卓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富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瑞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邦盟汇骏资产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汇商（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莉持投资有限公司

（九）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完成挂牌项目

最多会计师事务所

上海鼎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旭升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十）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完成挂牌项目

最多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十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完成挂牌项

目最多资产评估事务所

上海仟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信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十二）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具成长潜

力专业服务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锦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百川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从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贵阳天汇会计师事务所

上海诚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琳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天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上海伟跃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兆辰德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中佳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庆泰和会计师事务所

四川华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市戴柯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中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北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茂恒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佳木斯京华会计师事务所

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至臻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申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友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厦门市天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创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众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华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锦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浪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辰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轩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瑞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上海广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市江华律师事务所

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

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

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

上海兆辰汇亚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

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



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

上海汇鼎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

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上海凯欣律师事务所

上海元竹律师事务所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

上海国仕律师事务所

上海欧申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上海博京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

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东方正义律师事务所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



上海长策律师事务所

上海三任律师事务所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

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

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

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

上海欧泽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

上海德载中怡律师事务所

兰州黄河律师事务所

上海力帆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

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

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

上海仲悦律师事务所

湖南明竹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甘肃雷诺律师事务所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

上海骏丰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

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

辽宁法德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北京天睿（上海）律师事务所

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滁州市诚信资产评估事务所

上海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利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正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大正海地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宏大信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深圳德兴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十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合作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金融在线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研究所

上海国际创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研究所

北京京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源企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十四）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具创新力E

板推荐机构

上海厚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容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洋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瑞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旗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十五）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培育奖

上海郎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亚豪投资有限公司

（十六）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最受投资者

关注E板挂牌公司

上海极元金融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宝葫芦信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尚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E板督导

机构

上海日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鼎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紫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亚豪投资有限公司

（十八）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Q板督导

机构

沈阳中恒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壹号钱庄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泽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楷林投资有限公司

（十九）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一级市场最

大投资者

董华

王熙

山东百枣纲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二十）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二级市场最

活跃投资者

黄淑萍

栾井红

上海译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二十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2015年度优秀耕耘

奖

上海厚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百赢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今融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