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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要点

互联网传媒上周交易信息

【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市场成交回暖】
1.新闻动态：行业方面，2 月 24 日，网秦旗下飞流九天加快 A 股独立

指标

上周交易

总市值（亿元）

1701.57

上市，或借壳*ST 皇台；三板方面，2 月 26 日，帝隆科技与合富辉煌集

成交金额（亿元）

3.23

成交数量（万股）

2318.58

挂牌公司数量

475

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帮助其打造小贷平台。

2.市场表现：上周板块交易额 3.23 亿，环比增长 88.89%，其中做市和
协议两种方式总成交金额分别为 1.71 亿和 1.53 亿，做市成交额占比达
52.81%，表现最活跃的公司分别是奥维云网和华晋传媒。

3.融资并购：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无公司公布定增预案。上周新
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发生 1 起并购事件，新锐英诚（北京）科技股份有

新三板产品
1、数据当天知、新三板讲堂
2、每周一议
3、新三板点将台

限公司收购北京新锐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4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新

相关报告

锐英诚将享有新锐信达 60%股权及相应的股东权利。本次资产收购将进

新三板互联网传媒周报（0214-0220）：
掌慧纵盈强势登录 商业 WIFI 领域藏
龙卧虎
———2016.02.20

一步提高公司智能数据管理业务方向的核心技术、产品和一体化服务在
广电、文博档案等重点细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新锐信达目标业绩的实
现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厚公司每股业绩。

4.挂牌：上周板块新增联盛科技等6家挂牌企业。
【上周重点公司扫描】
上周做市转让、协议转让、新挂牌三个板块重点推荐公司分别是易科势
腾（832204.OC）：提供顶尖的数字自媒体精准营销服务；华晋传媒

广证恒生
做中国新三板研究极客

（835570.OC）
：数据与技术融合的营销商；联盛科技（835982.OC）：致
力于成为中国电视电子竞技平台的领航者。

【投资策略：重点关注云计算领域】
本周推荐关注云计算领域。云计 算（cloud computing）是基于互联网
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
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云计算的
发展，把云计算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云计算增长潜力充足。
目前新三板共 18 家云计算相关企业，根据营业总收入与归母净利
润，推荐重点关注云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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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市场表现
1.1 新闻动向回顾
图表 1 互联网传媒板块上周重要新闻
2 月 24 日

网秦旗下飞流加快 A 股独立上市 或借壳*ST 皇台

事件

网秦旗下子公司飞流九天正加快国内 A 股上市进程。2 月 22 晚间，网秦宣布北京网秦天下科
技有限公司(网秦附属公司)、清华控股子公司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厚丰投资
有限公司(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正在考虑一项拟进行交易。此前，网秦宣布与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野马国际达成一份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网秦拟将旗下手机游戏发行商飞
流的全部股权以 5.7 亿美元-6.3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野马国际。欲反向收
购野马国际借壳香港联交所上市。

点评

飞流九天是国内较早的游戏发行公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移动游戏发行与运营服务商，已
与国内外多家游戏厂商达成合作，然而，华尔街并不认可游戏这种商业模式，无论是巨人、盛
大、完美时空等已经赴美上市的游戏巨头，还是冲击美国市场而放弃的触控科技。而国内市场，
则是游戏概念的沃土。
“中国游戏公司回归 A 股上市当然是一条可行的路线。这些中国游戏公
司大多成长于中国市场，他们的产品在海外市场也极少被认可。据公开数据，中国手游在退市
之前的市盈率在 16-17 倍左右。而相比之下，同为手机游戏公司，在 A 股上市的昆仑万维市盈
率一度达到 170 倍，掌趣科技一度超过 200 倍。

2 月 26 日

帝隆科技与合富辉煌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助其打造小贷平台

事件

近日，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金融 IT 解决方案服务商、新三板上市公司帝隆科技与合富辉煌集团
旗下的合富金融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帝隆科技将帮助合富金融打造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平台，满
足其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线下信贷及理财业务管理需要，提升其房地产金融服务核心竞争力。

点评

帝隆科技将根据合富金融的实际业务需求，为其打造定制化小额贷款业务管理系统，帮助其实
现业务全流程可视化管理、业务数据库建设、财务业务系统一体化、资金管理和绩效管理智能
化。帝隆科技小额贷款系统针对小额贷款业务特点，融技术优势与风控体系于一体，凭借银行
系统架构设计、可视化全流程管理、强大的风控体系和良好的用户体验赢得企业客户一致好评。
目前，帝隆科技小额贷款系统签约客户已突破 1000 家，在整个市场上稳稳占据领头羊的地位。
作为国内首家提供互联网金融全产业链 IT 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帝隆科技一直致力于提供专
业、安全、高效、便捷的互联网金融 IT 解决方案，用创新让互联网金融变得更简单。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1.2 市场表现：板块交易额 3.23 亿，环比增长 88.89%
 做市转让：交易额 1.71 亿元，占互联网传媒板块总交易额的 52.81%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合计 135 家做市企业，没有公司由协议交易转为做市交易。上周总
成交量为 1325.78 万股，总成交金额为 1.71 亿元，占互联网传媒行业总成交额的 52.81%，较上上周
交易增长 5.67%。上周成交额排名第一的公司为奥维云网（831101.OC），公司周成交量为 110.70
万股，成交金额 1370.67 万元。
图表 2 做市转让成交额占互联网传媒板块成交额的 52.81%
证券代码
831101.OC

证券简称

PE（TTM）

奥维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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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涨跌幅
（%）

换手率
（%）

周成交量
（万股）

周成交额
（万元）

13.57

8.31

110.70

13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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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950.OC

益盟股份

24.68

(2.92)

0.24

76.70

1315.07

831114.OC

易销科技

27.79

6.15

2.90

65.60

1025.80

430515.OC

麟龙股份

21.90

(7.23)

0.77

51.50

990.27

830866.OC

凌志软件

29.94

0.77

1.01

70.70

942.79

832325.OC

捷尚股份

55.66

9.14

1.07

29.80

645.47

831940.OC

网高科技

95.74

21.38

6.42

40.10

640.37

831428.OC

数据堂

1200.72

17.33

0.58

14.40

637.80

832288.OC

三人行

43.78

0.00

2.64

40.00

621.00

430074.OC

德鑫物联

34.36

1.65

0.56

50.95

560.72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协议转让：有 38 家企业发生协议转让
上周共 38 家公司发生协议转让，协议转让的企业总成交量 992.80 万股，总成交金额 1.53 亿元。
其中，华晋传媒（835570.OC）成交额达 3120.00 万元，居于协议转让公司首位。
图表 3 协议转让：华晋传媒周成交额居于首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PE（TTM）

涨跌幅
（%）

换手率
（%）

周成交量
（万股）

周成交额
（万元）

835570.OC

华晋传媒

66.90

380.00

19.52

130.00

3,120.00

430063.OC

工控网

64.23

0.00

10.37

120.20

3,000.19

833029.OC

鹏信科技

20.80

0.00

15.00

45.00

1,485.00

832929.OC

原点股份

1,193.86

0.00

4.41

7.50

1,275.00

833711.OC

卓易科技

29.80

-17.14

2.53

0.00

1,169.00

430011.OC

指南针

26.54

-2.81

0.77

56.10

797.57

833181.OC

泰久信息

-34.47

0.00

4.32

66.40

796.80

430092.OC

金刚游戏

119.76

-18.80

0.77

98.60

796.13

832800.OC

赛特斯

49.17

3.09

0.35

26.00

780.00

831346.OC

木联能

3.65

0.00

16.85

255.10

510.20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1.3 融资：上周无公司公布定增预案
1.4 并购：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发生 1 起并购事件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发生 1 起并购事件，新锐英诚（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
新锐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45%股权，交易完成后，新锐英诚将持有北京新锐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60%
股权。根据公司“延伸产品价值链、增强一体化服务优势”的经营战略规划，本次资产收购符合公
司未来几年在广电行业领域重点布局的经营战略定位。本次资产收购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智能数据管
理业务方向的核心技术、产品和一体化服务在广电、文博档案等重点细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交易
完成后，新锐信达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新锐信达目标业绩的实现将进一步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厚公司每股业绩。
图表 4 并购事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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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430085.OC

交易买方

首次披露时
间

新锐英诚

2016/2/26

PE
交易价格
（预测） （元）

交易标的

北京新锐信达科技
有限公司 45%股权

—

2000万元

交易目的
本次资产收购将进一步提高
公司智能数据管理业务方向
的核心技术、产品和一体化
服务在广电、文博档案等重
点细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
交易完成后，新锐信达将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新锐信达目标
业绩的实现将进一步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增厚公司每股
业绩。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1.5 挂牌：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 6 家挂牌企业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联盛科技等 6 家挂牌企业。
图表 6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 6 家挂牌企业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股本
(万股)

营收
（万元）

同比(%)

归母净利润
（万元）

同比（%）

加权 ROE
(%)

835982.OC

联盛科技

1,400.00

1,318.25

53.94

119.32

933.72

323.83

835743.OC

展鸿软通

1,400.00

985.33

(21.81)

(110.26)

(395.87)

(9.96)

836014.OC

掌游天下

10,527.00

9,017.31

681.41

2301.59

560.97

104.74

835984.OC

明天动力

960.00

4,090.91

132.08

581.05

256.60

76.64

835804.OC

安趣股份

3,900.00

513.42

56.96

(196.43)

(319.08)

(33.05)

835955.OC

易流科技

2,190.48

3,887.19

32.60

(662.92)

(65.05)

0.00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2、重点公司扫描
2.1 易科势腾（832204.OC）：提供顶尖的数字自媒体精准营销服务
北京易科势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世界 500 强在华分支机构及国内百强企业提供数字营销自
媒体的规划、开发及运维管理服务。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大型、超大型企业提供数字自媒体的精准营
销服务，包括了自媒体建设开发及自媒体维护运营服务，业务范围涵盖传统 PC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数字营销自媒体，涉及企业自媒体的“规划－规范－开发－维护－运营－推广”等多个环节。
企业数字自媒体是企业自营的互联网媒体平台，包含企业的官方网站、产品网站、活动站点
（minisite）、用户俱乐部网站、手机站点、手机 App（IOS、Andior）等，同时也涵盖了企业在第
三方媒体平台上设立的官方账户，例如微信公众号、服务号、企业号、微博官方账户、官方博客等。
公司致力于与客户形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助力企业互联网营销战略。通过创新精神及专业服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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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客户以及客户自身的客户创造价值，营造优质的客户体验。经过前期的顺利发展，公司与来自
多个行业的客户密切合作，服务过的品牌包括：佳能、东芝中国、AMD、NOKIA、神州数码、趋
势科技、首都机场、DHL、中国银行、光大银行、远洋地产、中粮地产、美赞臣、加多宝、德克
士、宝马、奥迪、ACURA、福田等。
2013 年度公司负责运维的企业网站总浏览量超过 12 亿 pageview，
访问人数超过 3 亿人次。
公司的主要业务可分为企业自媒体开发和运维两类。随着互联网用户的增多及技术的发展，企
业数字自媒体日益成为企业品牌宣传、产品推广、客户关系管理及电子商务的重要渠道，是数字营
销的最后一公里。随着自媒体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不断加大在自媒体
的开发及运营投入。

2.2 华晋传媒（835570.OC）：数据与技术融合的营销商
华晋天下（北京）传媒股份公司专注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流量推广。在传统互联网广告运营
的基础上，将数据、技术和营销相结合，为企业提供网络营销数据分析、建议、舆情监测，并提供
精准、高效的互联网广告投放等服务；不断挖掘用户价值，提高互联网广告的传播效率，同时与时
俱进，逐步增加与移动互联网媒体的紧密合作，完善营销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服务合作伙伴。
公司专注于为广告主、广告代理商提供精准、高效的互联网广告投放服务，自 2009 年成立以
来，公司已经为包括搜狐、网易、携程、去哪儿、同程网、艺龙网、途牛网、世纪佳缘、百合网、
58 同城、聚美优品、美团网、7K7K 游戏、蘑菇街、美丽说、汽车之家、易车网、网上车市、大
众点评、返利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酷狗、酷我、同煤集团等在内的上百家网络服务商、
电子商务、品牌客户提供精准广告投放与推广服务，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广告投放服务提供商。
公司目前的业务涵盖了 PC 端互联网广告、移动端互联网广告业务（导航网站推广、APP 推
广及移动互联网广告投放服务等），通过整合导航网站、垂直网站、手机网络、应用程序、软件客
户端等，为众多优秀品牌成功提供了大量的广告投放与推广服务，同时与众多广告主、广告公司、
网络服务商建立了深度和稳定的合作关系。

2.3 联盛科技（835982.OC）：致力于成为中国电视电子竞技平台的领航者
湖南联盛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科技”）成立于 2008 年，是湖南首家新三
板挂牌上市的游戏企业。联盛科技专注于棋牌赛事，在互联网产品、游戏产品研发、运营和推广方
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优势。
联盛科技以“打造中国电视电子竞技平台领航者”为发展目标，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PC、TV、
手机三屏合一的电竞 2.0 服务。随着联盛科技“3C 战略”的发布（3C：跨国研发、跨界合作、跨
平台运营）和北美、新西兰合作推广机构的设立，联盛科技战略布局正以湖南为中心，逐渐向全国
乃至全球拓展。
作为游戏开发商，公司主要从事制作、构架、编写游戏，负责网络游戏的编程、设计、美工、
声效、生产及测试工作；作为游戏运营商，公司一直致力于通过向游戏玩家、棋牌爱好者及运营商
提供最具创意的网络游戏产品，为棋牌用户提供基于 LBS 的电视竞技和社交为一体的平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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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下赛事、新媒体广告覆盖及技术支持服务。

3、投资策略：重点关注云计算领域
本周推荐关注云计算领域。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
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云计算可以进行每秒
10 万亿次的运算，如此强大的能力可以模拟核爆炸、预测气候变化和市场发展趋势。
云计算具备四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宽带网络连接，“云” 不在用户本地，用户要通过宽
带网络接入“云”中并使用服务，“云”内节点之间也通过内部的高速网络相连；二是对 ICT 资
源的共享，“云”内的 ICT 资源并不为某一用户所专有；三是快速、按需、弹性的服务，用户可
以按照实际需求迅速获取或释放资源，并可以根据需求对资源进行动态扩展；四是服务可测量，服
务提供者按照用户对资源的使用量进行计费。
云计算服务业包括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IaaS
服务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存储服务和计算服务；PaaS 服务提供的是供用户实施开发的平台环境和
能力，包括开发测试、能力调用、部署运行等；SaaS 服务提供实时运行软件的在线服务，服务种
类多样、形式丰富，常见的应用包括客户关系管理（CRM）、社交网络、电子邮件、办公软件、
OA 系统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云计算的发展，把云计算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在
部分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多个省市也发布了地方云计算战略规划，成
立了地方云计算联盟，并组织当地重点企业联合进行云计算服务、政策等方面的探索。在政府的积
极推进和部署下，我国已在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高端容错计算机、网络计算平台软件技术、
PB（Petabyte）级海量存储系统与数据处理技术等方面积累了一批技术成果，并培养了一批创新人
才。
云计算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网络的方式来交付计算资源的新兴商业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计算
资源的高效化，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与传统的 IT 系统构架模式相比，云计算模式显著的优势体
现为具备按照用户需求迅速横向扩展的灵活性，并且降低了企业自身 IT 系统构架的复杂性以及系
统运行维护过程中的难度，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了 IT 系统的长期拥有成本。在与传统 IT 服
务形成竞争进程中，云计算将逐渐替代传统 IT 服务。
目前新三板共 18 家云计算相关企业，推荐重点关注云宏信息。
图表 7 云计算相关企业一览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公司简介

北京神州云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企业信息化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客户遍及中国
大陆及香港，美国，加拿大，土耳其等。 CloudCC 是神州云动旗下专注提供云平台和云

430262.OC

神州云动

应用的云计算服务品牌。CloudCC 云平台及上面各种云应用是全球领先的企业级云计算
产品，目前已经被千家世界百强企业、上市公司使用并获取好评。核心技术来源于美国
北卡宽带研究室，产品支持从二、三十人的小企业到万人企业规模的使用。由于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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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需再定制功能，被比喻为有生命的企业管理软件，随企业的业务成长而成长。神州
云动 CloudCC 服务内容涵盖客户管理，销售管理，市场管理，服务管理，合同管理，办
公管理以及相关企业信息化管理。服务形式为云平台租赁,云计算应用及软件实施等服务。
服务的方法论为：咨询梳理客户需求，提出建设性建议，提供软件采购选择方案，协助
采购软件，将咨询及需求针对软件进行设计，实施及开发，测试培训，数据迁移及清理，
年维护等。
神州云动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持续将各个行业领先管理经验与 IT 最新技术结合，
帮助企业实现管理自动化，从而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优化运营效率，改善企业竞争力。
公司是面向基于 3G/4G 的 ICT 市场并迅速崛起的一家快速成长企业，主要是综合运用
3G/4G 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从事移动信息化领域的 ICT

831073.OC

瑞恒科技

应用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为用户提供完整的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具备
移动终端软硬件设计研发生产、云服务平台软件研发与集成、以及顾问式营销等综合服
务能力。
公司是目前国内专业提供云计算虚拟化基础软件和解决方案设计、咨询、实施及专业服
务的公司。易讯通作为国内云计算虚拟化领域的软件领跑厂商，经过多年来长期不懈的
努力，目前已在云计算虚拟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广泛的行业资源。凭借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及强大的技术实力，易讯通较早就开始投入云计算虚拟化系统研发领域。
经过研发团队的潜心研发、技术攻关以及与周边高校、科研院所展开深入的合作，2008

831142.OC

易讯通

年易讯通自主知识产权的 EASTED 云计算虚拟化平台便横空出世。随后通过长期不懈的
优化和提升，目前 EASTED 云计算虚拟化平台 V5.0 已经拥有了自主版权的多项独家核心
产品、技术和专利，其中包括了 EASTEDView(桌面虚拟化系统)、EASTEDThinApp(应用
虚拟化系统)、EASTEDReceiver(移动终端虚拟化系统)、EASTEDVServer(服务器/存储/网
络虚拟化系统)、ECloud(交付运维管理系统)及 ECenterServer(基础架构管理系统)等，涵盖
了搭建虚拟化 IT 基础架构的全平台虚拟化的所有基础软件，功能性完全达到了行业领先
水平，同时完全具备业内领先的高可用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高可扩展性。
广西一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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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拥有基于云计算系统平台的龙鑫系列产品：龙鑫办公信息管理系统、

831266.OC

一铭软件

龙鑫云平台系统、龙鑫操作系统、龙鑫 10+1 翻译软件(东盟 10 国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翻译
系统)、正版软件管理系统等。凭借公司长期在政府、企业应用软件开发上积累的经验，
公司成功完成的项目包括有基于云计算平台的汉语与东南亚语言双向翻译服务平台、GIS
信息系统及海事局渡口渡船安全监管系统等。
北京赛格立诺办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云端服务的智能云办公全面解决方案服
务商。致力于智能办公、云计算、云文印、电子商务、3D 打印五大领域，是目前国内从
事企业智能云办公服务的龙头企业。拥有多年硬件销售及服务和办公商务全面解决方案
经验，拥有专业的软件研发及信息化技术团队和优秀的核心管理团队，致力于为客户带

831449.OC

赛格立诺

来健康无忧的办公环境，用智能化的办公模式体验智慧办公的卓越效率，成为客户的最
佳选择。目前，公司已拥有国家 ISO9001\ISO14001 管理体系认证及近 20 项自主研发知
识产权。领先的技术优势，深厚的行业经验，可靠的项目质量和良好的售后声誉，为赛
格立诺的市场拓展与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 20 年的成长与积累，赛格已成为
“智能云办公服务”领域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
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北斗民用产业、物联网、云计算应用，软件开发、
电子设计等国家战略新兴领域。创建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
公司具备了先进且完备的研发设备和条件，拥有一支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团队，先后被吸

831534.OC

艾倍科

收为中国交通协会、江苏省软件协会、江苏省集成电路协会、南京北斗产业联盟、南京
物流行业协会、南京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等团体的理事单位或核心成员。艾倍科公司研发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研发平台、基于国产软硬件的物联网传感器网络节点、以国
产 CPU 为主控芯片的北斗智能终端、智能云应用平台等四大系列多款填补国内空白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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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累计获取专利、版权、软件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 20 余项，并
获得了双软认证、ISO9000 认证、技贸机构资格等认证。在国家一系列扶持自主创新的全
局性、大力度的政策性指引下，公司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北斗终端、智慧家居、现
代农业、冷链物流等多个行业领域连续取得重要突破，基于国产 CPU 的北斗物联网智能
终端已在全国多个省市推广应用，为国家自主可控信息产业体系建设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云计算、物联网技术为基础，提供跨行业智能化、
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业务涉及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云平台
运营、外包服务和 IT 技术支持等方面，涵盖政府、金融、交通、旅游等多个行业。通过
不懈努力，公司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获得多项国家建设部、工信部、科技部、

831608.OC

易建科技

保密局所颁发的高端资质以及 CMMI 三级认证证书，取得中国十大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商、
中国优秀智能建筑管理系统品牌、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等国家级荣誉，入围全国百项建
筑智能化经典项目及中国安防百强企业等行业高端奖项。公司承建的“航空旅游电子商
务平台”项目成功列入国家电子商务专项并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国首
个 GDS 平台已成为新一代 GDS 的领先者，公司研发的《海南国际旅游岛移动电子商务
项目》被成功列入国家移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工程.
山东创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业务包含软件
研发、服务外包、网站建设与运营、大数据、云计算、电商平台等。为适应市场发展需
要，提升整体技术研发能力，公司大力招募精英技术人才。司是经认定的“双软认证企
业”，拥有 11 项软件产品专利。是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和日照市软件工程技术研究

831712.OC

创泽信息

中心，2011、2013 两次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软件企业。公司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和技术创
新作为不断前进的动力，以“帮助顾客成功”作为矢志不渝的宗旨，以“产品领先，伙
伴至上”作为不断发展的战略，致力于为卫生、计划生育、公安、消防、财政等领域提
供现代化的计算机管理手段，为用户提供高科技、高质量、全方位的计算机信息化管理
平台及系统解决方案。公司的企业文化：创功立业，润泽八方。未来发展目标是用 3—5
年时间跻身中国应用软件十强。
公司长期致力于以虚拟化为中心的云终端虚拟化建设，主要向国内大中型企业提供企业
移动应用虚拟化系统建设和桌面云终端虚拟化系统建设。公司以虚拟化技术为核心，运

831864.OC

华夏未来

用虚拟化软硬件设备，提供以满足客户终端虚拟化实际运用需求为目的的 IT 服务。同
时，公司研发的云终端运维管理系统可以满足企业用户对云计算平台进行统一管理的需
求。
广州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云计算技术的核心―虚拟化技术，已
在 IaaS、PaaS、SaaS 三个层面开发出自主产品，并建立了以云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产品体
系，在云操作系统的三个层次―云管理平台、虚拟化管理软件、虚拟化技术均拥有自主

832135.OC

云宏信息

知识产权专业产品。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 Wincloud 云管理平台、CNware 虚拟化平台、
Power 小型机虚拟化管理平台.2013 年 11 月，CNware5.0 通过国家软件测评中心高级确认
性测试，并获得“软件产品高级确认测试证书”。2014 年 4 月，CNware 通过国家发改委、
公安部共同主持的国家重大信息安全专项“高安全性云操作系统”的测试。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8 年，公司致力于基于云计算技术的统一通信
增值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拥有工信部全国范围内授权的电信增值服务运营牌照；已获
得“软件产品认证”和“软件企业认证”；科技部科技创新专项基金支持；是北京市的

832646.OC

讯众股份

重点软件企业。公司在上海、郑州及广州，设有分公司，研发及运维支撑服务人员达百
余人。讯众通信是国内首家面向企业提供“云通讯”服务的公司，通过讯众产品服务平
台实现企业语音通信的增值服务。讯众通信以电信骨干网为依托，通过与国内权威通信
技术部门研发合作，产品系统达到电信级运营级别，可以承载千、万级的用户同时在线
使用。技术安全可靠性在国内首屈一指。核心团队成员来自国内和国际著名电信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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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T 公司，拥有多年卓越的专业经验、先进的服务理念、强大的电信资源优势和良好的
政府合作关系。
上海缔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云应用服务供应商(CASP)，定位于
提供云计算领域的 PaaS(Platform-as-a-Service)层服务，专注于解决企业级网络连接业务，

834047.OC

缔安科技

致力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应用优化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公司核
心服务为云联接(CloudConnect)运营服务，包括混合云、移动云等多种细分服务形态，拥
有自主专利的创新云网关系列产品。目前,公司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群，主要客户包括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咖世家、新觉信息、麦当劳、阿斯利康等知名公司。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云计算软件产品的设计、开发及销售，并提供云计算产品及系统集成
整体解决方案等技术服务。公司立足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沿着“西麦小巨人”的
产品线，坚持软件定义世界的思路开发自主产品，目前已形成从底层数据库、云计算操

834289.OC

西麦科技

作系统基础平台以及应用层、用户服务体验提升系统为核心的产品序列，同时还提供系
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及运维服务，以优化客户信息基础设施、应用和流程。公司客户分
布在能源电力、电信金融、政府部门等行业领域，其中以广东电网及其下属地市供电局、
广西电网、云南电网等为主要客户对象。
公司全面向“云计算”领域转型，依托丰富的产品线、深厚的软件积累、领先的技术优
势，到 2012 年，盈放科技全线产品均已步入“云时代”。一方面深入研究各个行业需求，

834939.OC

盈放科技

推出不同行业领域的“公共云”，为广大用户降低信息化成本，提高信息化水平，带来
优秀的用户体验。另一方面为政府机关、集团企业提供“私有云”服务，帮助大型客户
更好的整合内部资源，优化整个供应链，提升核心竞争力。
西安未来国际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大数据云服务业务、系统集成业务和软件开发
业务。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和服务运营商，
公司为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应急指挥、公安、金融、林业、电子商务、人口健康、交

835152.OC

未来国际

通、企业等领域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并在农村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企业服务领域进
行了业务布局。目前公司及员工参与制定了 17 个电子政务公共平台标准规范和 12 项国
家云计算标准的设计。共取得发明专利 1 项，外观专利 1 项。拥有 162 项软件著作权和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公司为云计算托管型呼叫中心服务提供商，主营业务为向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呼叫中心
云服务。公司基于云计算技术集中建设具备大容量、高可用性的云呼叫中心平台，并与
基础运营商的码号、电路等通信资源无缝整合，向用户提供 SaaS(软件即服务)和 PaaS(平

835653.OC

天润融通

台即服务)模式的呼叫中心系统服务。通过使用 SaaS 模式的云呼叫中心服务，企业客户
无需投资软、硬件设备，只要提供办公场地和座席人员，就可以轻松建设属于自己的呼
叫中心。通过使用 PaaS 模式的云呼叫中心开放平台服务，客户可以将呼叫中心的各项功
能深度整合进自有的业务系统和应用流程。从而实现各种智能化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
业务创新、并进行更加科学的管理。
公司是专业从事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的研发和应用的海归
高科技企业，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王煜博士等人联合创办。公司专注于 CWSN 无线
云传感网通讯系统技术及相关芯片设计开发和产业化，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物联网

835801.OC

博大光通

全产业链技术和服务提供商”。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物联网的标准制定工作，已经成为“国
标委物联网信息安全标准工作组”的成员单位和“国家健康物联网标准工作组”成员单
位，目前正在主导和参与制定多项国家级物联网感知层信息安全的标准。公司是“GTiBee
产业国际联盟”(移动硅谷物联网产业联盟)的牵头发起单位和秘书长单位，同时担任“中
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的常务理事单位”。

835988.OC

云端时代

北京云端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云端时代)是全球唯一自主桌面云及全系列云终端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是北京祥云工程资助企业和北京云基地入驻企业。云端时代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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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产品是基于云计算的下一代桌面办公系统，具有高效、安全、便捷的优势。通过部署
云端时代的桌面云系统，即可实现任何设备、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完全一致的接入体
验，无论在办公室、出差或是家中都可以工作，并可顺应自带设备上班(BYOD)的国际潮
流。云端时代目前立足于国内市场，面向运营商、教育、央企、政府和军队等行业用户
提供端到端的桌面云系统解决方案，成功案例包括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
国电信、中国邮政、携程网、蒙牛集团等 500 多家大型企业及南京、北京、总参等相关
党政军机关单位。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数据支持：王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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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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副团队长，高端装备行业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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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研究教育行业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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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敏（新三板医药生物研究员）：西北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在 SCI、EI 期刊发表多
篇论文。3 年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医药行业研究经验，参与某原料药龙头企业“十三五”战略规划项目。
温朝会（新三板 TMT 研究员）：南京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七年运营商工作经验，四
年市场分析经验，擅长通信、互联网、信息化等相关方面研究。
黄莞（新三板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负责微信公众号“新三板研究极客”政策、市场等领域研
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林全（新三板环保行业研究员）：重庆大学硕士，机械工程与工商管理复合专业背景，积累了华为供应链管
理与航天企业精益生产和流程管理项目经验，对产业发展与企业运营有独到心得。

联系我们
邮箱：huanggua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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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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

第 １３ 页 共 １３ 页

证券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