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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跟踪】新年之际，42 家新三板公司陆续来报喜，净利增幅最

高超 13 倍 

  2016 年 1 月 9 日 

 袁季(首席研究官)  黄莞（研究助理） 

020-88836112 

 

huangguan@gzgzhs.com.cn 

电话： 020-88836102 

执业编号： A1310512070003 

邮箱： yuanj@gzgzhs.com.cn 

  

【导语】 

新年伊始，我们含泪见证 A 股两次熔断，股市行情惊心动魄。中国“狂打喷嚏”，全球股

票市场也未能幸免于难，创下了多年来最差开局。在这阵阵冷风劲吹之时，新三板企业却陆

续来报喜——本周（截止 1 月 8 日）共有 42 家公司发布了 2015 年年度预披露，继上次预披

露汇总之后，这次预披露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小惊喜呢？今天小编带您一起盘点新年第一周

主动报喜的明星企业。 

表：42 家新三板发布了 2015 年年度预披露概况（0101-0108）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发布时间 业绩预告摘要 

430178.OC 白虹软件 2016-1-1 净利润约 1600 万元~1800 万元,增长 348.9%~405.01% 

430759.OC 凯路仕 2016-1-1 净利润约 7000 万元~7300 万元,增长 60.91%~67.81% 

832378.OC 利昂设计 2016-1-1 净利润约 1000 万元,增长 142.13% 

833305.OC 万仕隆 2016-1-1 净利润约 1060 万元,增长 1348.22% 

833344.OC 巨网科技 2016-1-1 净利润约 2000 万元~2300 万元,增长 290%~349% 

833553.OC 天立坤鑫 2016-1-1 净利润约 1100 万元~1300 万元,增长 182.67%~234.06% 

834729.OC 朗朗教育 2016-1-1 净利润约 550 万元~750 万元,增长 347%~510% 

835177.OC 人立文创 2016-1-1 净利润约 500 万元~600 万元,扭亏为盈 

430165.OC 光宝联合 2016-1-5 净利润约 1300 万元~1450 万元,增长 214.06%~250.30% 

430333.OC 普康迪 2016-1-5 净利润约 625 万元~650 万元,增长 587%~614% 

831274.OC 瑞可达 2016-1-5 净利润约 3500 万元~4000 万元,增长 83.78%~110.04% 

831471.OC 北方园林 2016-1-5 净利润约 3000 万元~3400 万元,增长 269%~318% 

831491.OC 佳音王 2016-1-5 净利润约 1000 万元,增长 218.78% 

831802.OC 智华信 2016-1-5 净利润约 800 万元,增长 371.96% 

831813.OC 广新信息 2016-1-5 净利润约 800 万元~900 万元,增长 30.51%~46.83% 

831925.OC 政通股份 2016-1-5 净利润约 2600 万元,增长约 34.62% 

mailto:yuanj@gzg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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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914.OC 远航合金 2016-1-5 净利润约 2678.21 万元~2933.28 万元,增长 5%~15% 

835298.OC 宇球电子 2016-1-5 净利润约 3000 万元~3100 万元,增长 35.3%~39.8% 

430080.OC 尚水股份 2016-1-6 净利润约 680 万元,增长 159.30% 

430211.OC 丰电科技 2016-1-6 净利润约 2000 万元,增长 488% 

430259.OC 华宿电气 2016-1-6 净利润约 2000 万元~2400 万元,增长 384.84%~481.81% 

430263.OC 蓝天环保 2016-1-6 净利润约 3500 万元~3900 万元,增长 178.09%~209.87% 

831496.OC 华燕房盟 2016-1-6 净利润约 1900 万元~2200 万元,增长 57%~82% 

831627.OC 力王股份 2016-1-6 净利润约 1500 万元~1700 万元,增长 214.89%~256.88% 

831890.OC 中润油 2016-1-6 净利润约 7000 万元~7600 万元,增长 161%~183.37% 

832570.OC 蓝海科技 2016-1-6 净利润约 3081 万元~3382 万元,增长 105%~125% 

430243.OC 铜牛信息 2016-1-7 净利润约 1400 万元~1650 万元,增长 36.62%~61.02% 

831266.OC 一铭软件 2016-1-7 净利润约 100 万元,转亏为盈 

832076.OC 泰鹏环保 2016-1-7 净利润约 1800 万元~2100 万元,增长 23%~43% 

832953.OC 创识科技 2016-1-7 净利润 3,180 万以上,增长幅度超过 30% 

833789.OC 贵之步 2016-1-7 净利润约 850 万元~900 万元,增长 352%~379% 

834509.OC 凯迪威 2016-1-7 净利润约 1750 万元,增长 239.15% 

430152.OC 思创银联 2016-1-8 净利润约 1000 万元~1200 万元,增长 34.39%~61.27% 

830819.OC 致生联发 2016-1-8 净利润约 3700 万元~3800 万元,增长 156.35%~163.28% 

830923.OC 上元堂 2016-1-8 净利润约 1,000 万元-1,200 万元,增长 67.57%-101.09% 

830983.OC 保得威尔 2016-1-8 净利润约 500 万元~550 万元,增长 83.69%~102.06% 

831603.OC 金润和 2016-1-8 净利润约 621.051039 万元-621.051039 万元,增长

1091.76%-1091.76% 

831767.OC 知音文化 2016-1-8 净利润约 1680.00 万元~1750.00 万元,增长 50.86%~57.15% 

832171.OC 志晟信息 2016-1-8 净利润约 1000 万元~1200 万元,增长 894.63%~1093.55% 

832455.OC 传视影视 2016-1-8 净利润约 1450 万元~1700 万元,增长 195%~242.63% 

833913.OC 坤鼎集团 2016-1-8 净利润约 11000 万元~13000 万元 

834115.OC 中兴新地 2016-1-9 净利润约 5100 万元~5300 万元,增长 6%~12%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年度预披露精选】 

一、普康迪（430333.OC）：营收 3200 万元-3300 万元，同比增长 63% - 68%；归母净利

润约 625 万元-650 万元，同比增长 587% - 614% 

普康迪是一家集科研、软硬件开发、系统集成为一体的综合型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行

业应用所需各类系统解决方案的研究与开发。预期业绩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通过提升管理

机制、加强营销能力建设、加快市场拓展步伐、提升技术创新实力，同时加大开源节流力度，

尽力控制公司的费用支出，推动了公司利润的快速增长。 

在新三板这个实力展示的舞台上，发布预披露公司越能受到投资者关注。业绩预告公布

后，本周公司股价累计上涨 395.87%，排名位居本周发布业绩预告的 42 家公司榜首，可喜可

贺。 

二、坤鼎集团（833913.OC）：预告净利润高达 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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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端产业园区定制及运营服务。坤鼎集团在 1

月 7 日发布年度预披露，以 2015 年年度净利润高达 1.3 亿元，雄踞 42 家公司的利润榜首位，

成为本期“最挣钱”的企业。公司解释业绩发生变动的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坤鼎台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的台铭国际企业花园项目和通用电气医疗中国研发试产运营科技园项

目毛坯工程已竣工验收。 

伴随着新年的到来以及公司预期高额净利润，公司给予投资者的这份大礼是不是很有诚

意？ 

三、万仕隆（833305.OC）：预告净利润最大变动幅度为 1348.22%。 

万仕隆主要向有制冷仓储需求的客户提供项目咨询、工程设计、系统集成、技术开发为

一体的科学、集约、专业的“一站式”服务，向客户提供企业冷冻、冷藏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 

公司以 1348.22%的净利润增长大幅领先本周 42 家年报预披露公司。公司称预期业绩变动

的原因有四个：1）公司的主营业务延续 2014 年发展势头，稳定增长；2）公司借助技术、品

牌优势、创新盈利模式，市场开拓和经营活动议价能力持续攀升，利润也稳定增长；3）公司

的运营能力增强，加强了成本控制，节能降耗均有成效，提高了经济效益；4）公司进一步提

升了内部的管理运营效率。 

四、凯路仕（430759.OC）：归母净利润 7,000 万元-7,300 万元，增长幅度 60.91%-67.81%。 

凯路仕专业从事自行车的研发设计和销售。公司针对不同客户群里形成的“CRONUS”

和“TROPIX”两大自行车品牌使公司有了明确的品牌定位，并树立起一定的品牌形象。同时，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凯路仕自行车有限公司已经成功打开国际市场。“双品牌，双渠道”战

略成效初显。 

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系柬埔寨工厂业务增长较快，生产成本较低并且处于税收优惠

期，同时享受多个国家进口免税的优惠政策。同时公司内销业务开拓新模式，启动自有电商

平台，透过去中间化的模式提升市场份额。 

五、一铭软件（831266.OC）：扭亏为盈，归母净利润约 100 万元。 

一铭软件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软件企业。一铭

软件是通用基础软件、云计算及东盟翻译软件的供应商，系统安全可控是一铭操作系统的核

心竞争力。公司的多种核心产品已经在政府、海事、教育、房产、旅游、贸易等行业得到深

入应用。 

一铭软件是本周仅有的三家扭亏为盈的新三板企业。公司公告称业绩变动原因系公司核

心产品入围中央机关政府集中采购产品目录，使得公司稳步推进年初制定的经营战略。新增

软件著作权7项，另有5项软件著作权申请已受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突出，具有一定的品牌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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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燕房盟（831496.OC）：营业收入为 4.3 亿-4.7 亿，同比增长 114%-134%，净利润

为 1900-2200 万，同比增长 57%-82%。 

华燕房盟是一家将线上信息与线下业务高效整合的房地产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华燕房

盟联合腾讯力推“云燕安家”，解决客户购房效率问题；联合中国电信成立大数据众筹平台，

解决客户推广的精准性问题；联合全筑股份开拓家装、金融市场，解决客户资金问题和购房

后的家装问题；联合京东落实智能社区规划，完成“从房到家”的最后一步。 

公司业绩变动原因系公司打造的互联网房产 O2O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公司进一步拓展

业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中国电信合作的 UBD 用户行为大数据中心及数据分析模块建

设，己经带来了用户定位率与转换率的显著提高。  

七、中航讯（430109.OC）：营业收入为 4000-5000 万元，同比增长 449%-587%；归母净利

润为 900-1100 万元，同比增长 541%-638%。 

中航讯公司处于移动视频监控行业，致力于为城市运营管理行业客户提供移动视频信息

采集、传输、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于2012年3月14日在新三板挂牌，是本周42家预披露

公司中的“元老”。公司长期专注于对电子数据取证的要求较高，保密性强的领域，依托核

心技术“‘物联网’及‘视联网’综合信息管理调度平台”，结合客户行业背景准确把握客

户需求，得到适应行业特点、具有极强客户针对性和独特性的产品。 

公司业绩预增的原因系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实施新战略，公司由“公交+城管+

环卫”的智慧城市系统集成业务，全面转型“智能公交车联网”，并以公交信息化为基础，

全面构建“公交行业互联网数据运营及增值服务平台”。 

 

【结语】 

2015 年新三板挂牌企业不断提速，如何在 5000 多家企业中脱颖而出一直是一个困扰众多

新三板企业家的难题。我们认为年报预披露就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宣传推广手段。 

企业可以通过及时预披露的方式第一时间将喜讯传达给投资者，进而让更多的投资者关

注公司，研究公司。新三板 2015 年报季来临之前，新三板年报预披露将成为一扇了解新三板

发展态势的窗口，广证恒生将持续关注相关动态，带您深入了解“新三板年报最前线”，欢迎

持续关注新三板研究极客（ID：gzgzhs_xsb）。 

 

特别感谢陈翠芳对本文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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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团队介绍： 

在新三板进入历史机遇期之际，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官领衔的新三板

研究团队。新三板团队依托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丰富研究经验，结合新三板的

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的新三板研究体系。团队已推出了日报、周报、专题以及行业公司的研

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硕。 

广证恒生新三板团队致力于成为新三板研究极客，为新三板参与者提供前瞻、务实、有

效的研究支持和闭环式全方位金融服务。 

 

团队成员 

袁季（首席研究官，新三板研究团队长）：从事策略研究逾十年，在趋势判断、资产配置和

组合构建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研究突出有效性、前瞻性和及时性，曾获“世界金融实验室年

度大奖——最具声望的 100 位证券分析师”称号、中国证券业协会课题研究奖项一等奖和广

州市金融业重要研究成果奖，携研究团队获得 2013 年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六项大

奖。 

徐舜（新三板研究副团队长）：中山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CPA，通过

CFA 三级考试。四年证券研究经验，曾获 2013 年中证报金牛分析师(团队第二名）称号。 

赵巧敏（高级分析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际金融市场硕士，5 年策略研究经验，1 年行

业研究经验。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曾获 08 及 09 年证券业协会课题二等奖。 

肖超（高级分析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硕士，曾就职比利时 IMEC 研究所。2013 年

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第一名团队核心成员， 对 TMT、电子行业发展及公司研究有独

到心得与积累。 

邱翼（研究助理）：北京交通大学统计学硕士，具有深厚量化分析功底，在 SCI、EI 期刊发

表多篇论文，擅长主题投资,撰写国企改革专题报告《寻找南粤国企改革标杆》引发市场强

烈反响。 

 

 

 

联系我们： 

邮箱：qiuyi@gzgzhs.com.cn 

手机：18588738890 

mailto:qiuyi@gzg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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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证恒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63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股票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谨慎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15%； 

中性：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回避：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上。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在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公司与所评价或推

荐的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重要声明及风险提示： 

 

我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

证该信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

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

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与控股股东（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部门及分支机构之间建立合理必要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有效隔离内幕信息和敏感信息。在此前提下，

投资者阅读本报告时，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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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能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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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政策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我公司的关联

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独立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广州广证

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所有。未获得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