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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要点 
【新闻动态】 

行业新闻：8 月 27 日，腾讯新推出了一款名为微信读书的 app，
在这上面用户不但能购买、阅读电子书，还能看到好友的书架、推荐
和想法。相较其他阅读应用，微信读书深度引入了微信的好友关系链。 

三板动态：8 月 25 日，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
涯社区”）披露《关于股票挂牌并采用协议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显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起以“协议转让”方式在全国股转
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同时，天涯社区以 13.33 元/股的价格向特定对象定向
增发 300 万股股份，募集 3999 万元。 
 

【市场表现：板块交易额 2.08 亿，做市交易规模平稳】 
做市转让：楼市通网（831383.OC）、天维尔（832296.OC）、北塔软

件（831071.OC）、平方科技（831254.OC）上周转为做市交易。上周总成
交量为 1,118.59 万股，总成交金额为 1.48 亿元，占互联网传媒行业总成交
额的 71.03%，较上上周交易额环比减少 17.52%。上周成交额排名第一的公
司为凯立德（430618.OC），公司周成交量为 371.50 万股，成交金额 3250.49
万元。 

协议转让：上周共 24 家公司发生协议转让，协议转让的企业总成交
量 758.34 万股，总成交金额 6,043.82 万元。其中，云宏信息（832135.OC）
成交额达 1,386.26 元，居于协议转让公司首位。 

 

【融资：上周新三板互联网 3 家企业公布定增预案】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共有 3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

额达 0.95 亿元。其中，美林数据拟发行 373.64 万股，募集资金 0.60 亿元，
用于项目融资。 

 

【并购：上周新三板互联网没有发生并购】 
上周没有发生并购事件。 

 

【挂牌：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 4 家挂牌企业】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天涯社区等 4 家挂牌企业。 
 

【投资策略】 
互联网传媒涵盖公司范围较广，多数公司处于快速发展或者转型

阶段，考虑到公司流动性影响，建议投资流动性较好、公司市场影响
力较大、转型已经初见成效的优质标的。 

 
 

 

互联网传媒上周交易信息 

指标 上周交易 

总市值（亿元） 791.71 
成交金额（亿元） 2.08 
成交数量（万股） 1876.93 
挂牌公司数量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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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报告 

新三板互联网传媒周报（0802-0808）：
易所试拟定增 3.75 亿元，开拓与优化
试用业务。 

———2015.8.22 
 
 
 

 
广证恒生 

做中国新三板研究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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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互联网传媒板块上周重要新闻 

8 月 27 日 微信读书正式上线 深度引入微信关系链 

事件 

8 月 27 日，微信团队正式推出了微信读书 APP。这是微信团队推出的第一款基于微信关系链的官方
阅读应用，拥有为用户推荐合适书籍，并且可查看微信好友的读书动态，以及和好友讨论正在阅读
的书籍等功能。 

点评 

作为一个电子书阅读应用，除了基本的阅读和购买书籍的功能外，微信读书和其他电子书阅读 app 
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深度引入了微信的好友关系链。有了这些关系链之后，可以看到微信好友最近在
阅读的书籍，通过好友关系推荐和发现书籍;可以查看上周读书排名第一名，以及好友的读书时间排
行榜，通过排名刺激用户使用时间和使用频率。 

8月 25日 天涯社区（833359.OC）：天涯社区荣耀归来，挂牌同时募资 3999 万 

事件 

8 月 25 日，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涯社区”）披露《关于股票挂牌并采用协议
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公告显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起以“协议转让”方式在全国股
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同时，天涯社区以 13.33 元/股的价格向特定对象定向增发 300 万股股份，募
集 3999 万元。 

点评 

天涯社区作为 BBS 社区的代表性网站，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但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型
社交平台的出现，天涯社区与其他中文社区一起逐渐走向落寞。而在海外上市、A 股上市均告失败
后，已经不再年轻的天涯社区选择了发展初期的新三板，这也使其重新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在公
开转让说明书揭开面纱后，投资者似乎并没有发现多少亮点。根据公司年报，2014 和 2013 年公司
分别亏损 4465.82 万元和 3161.33 万元，连续亏损 2 年，主要是公司正处于研发投入和业务转型时期，
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及业务布局形成的。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1.做市转让：交易额 1.48 亿元，占互联网传媒板块总交易额的 71.03%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合计 85 家做市企业，其中楼市通网（831383.OC）、天维尔

（832296.OC）、北塔软件（831071.OC）、平方科技（831254.OC）上周转为做市交易。上周总

成交量为 1,118.59 万股，总成交金额为 1.48 亿元，占互联网传媒行业总成交额的 71.03%，较上

上周交易额环比减少 17.52%。上周成交额排名第一的公司为凯立德（430618.OC），公司周成交

量为 371.50 万股，成交金额 3250.49 万元。 

蓝海科技（832570.OC）：国内领先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服务商 

蓝海华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662.58 万元，目前是国内领先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服

务商，是拥有业内顶级设计阵容和行业资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智能会

议系统、智能楼宇综合系统、智慧校园管理系统、智慧医疗管理系统、剧场剧院音视频系统、

电视台摄录编系统、IDC 数字机房设计与建设、智能数据分析系统等智能家居解决方案。经过

多年发展，蓝海华业在设计、工程、研发等方面形成了一支两百多人的专业团队。蓝海华业科

二、市场表现：板块交易额 2.08 亿，做市交易规模平稳 

一、新闻动向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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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提供业内领先的前沿技术，助力企

事业单位及个人实现智能化音视频技术管理及智能家居管理，为客户建立专属的视听王国。同

时，蓝海华业完善周到的驻场式运维服务正在逐步成为其在业界中的标志性特色——根据客户

提出的需求，蓝海华业派遣专业技术工程师为客户提供免费的现场维护及技术支持等服务。蓝

海华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成长型和思考性的公司，皆因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超强

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纵览全局的视角和明确的发展方向，为保证始终为您提供最优、最完

整、最前端的解决方案及售后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表 2 做市转让成交额占互联网传媒板块成交额的 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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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18.OC 凯立德 61.92  (10.71) 1.81  371.50  3250.49  

830999.OC 银橙传媒 53.06  (20.89) 0.96  89.91  2021.17  

430339.OC 中搜网络 (15.46) (14.49) 1.59  140.30  1848.85  

430515.OC 麟龙股份 32.77  (2.65) 0.68  19.40  919.01  

430177.OC 点点客 124.80  (9.48) 0.85  26.40  908.37  
430229.OC 绿岸网络 27.82  (3.00) 1.06  31.40  590.00  
831114.OC 易销科技 48.58  (12.38) 2.42  21.90  551.70  

832570.OC 蓝海科技 41.50  (12.08) 4.54  25.40  543.46  
831383.OC 楼市网通 47.99  (15.37) 8.70  52.50  458.98  
831823.OC 智冠股份 39.68  5.17  2.01  27.60  432.97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2.协议转让：有 24 家企业发生协议转让 

上周共 24 家公司发生协议转让，协议转让的企业总成交量 758.34 万股，总成交金额 6,043.82

万元。其中，云宏信息（832135.OC）成交额达 1,386.26 元，居于协议转让公司首位。 

云宏信息（832135.OC）：中国领先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云宏信息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注册资本为 3,800 万元，航天云宏是云宏信息和

航天科工集团共同成立的专注于云计算关键技术研发的企业，肩负虚拟化软件、云操作系统的

国产化使命。经过不懈努力，云宏已成为国内第一家在云操作系统三个层次（虚拟化引擎、虚

拟化管理、云服务管理）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虚拟化产品及解决方案早在 2011 年即在

三大电信运营商成功商用。云宏奉行技术为本的发展路线，围绕客户需求深入研究、持续创新，

在云计算关键领域建立了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拥有 100 余项云计算相关专利及知识产权。同

时承担了多项国家、省部级云计算攻关课题项目，包括 2013 年“高安全云操作系统”国家重大

专项、2014 年“云计算工程”国家重大专项等。2014 年，荣获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组织的“国

产虚拟化软件评测”第一名。云宏以创造便捷的信息生活为使命，以成为国际领先的云计算关

键技术和服务提供商为愿景，运用先进的云计算技术，使得人人都能享受快捷、丰富的信息服

务，为民族云计算产业作出持续贡献。   

图表 3 协议转让：云宏信息周成交额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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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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35.OC 云宏信息 70.64  0.00  14.99  273.30  1,386.26  

832800.OC 赛特斯 46.71  287.76  1.63  121.30  1,319.48  

831428.OC 数据堂 962.60  0.00  1.47  11.00  1,001.55  

430213.OC 乐升股份 126.31  0.00  0.94  36.30  653.40  

832950.OC 益盟股份 136.21  1,594.92  0.11  36.90  579.72  

430182.OC 全网数商 25.78  1.64  5.61  49.60  251.07  

430011.OC 指南针 16.30  (5.85） 0.46  29.60  237.56  

833132.OC 企源科技 160.43  0.00  1.98  64.60  161.50  

430613.OC 腾晖科技 16.59  0.00  1.75  30.00  129.60  

832929.OC 原点股份 (8.66) 0.00  25.65  43.60  52.32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共有 3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0.95 亿元。其中，

美林数据拟发行 373.64 万股，募集资金 0.60 亿元用于项目融资。 

图表 4 上周公司定向增发概况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预案公告日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集
资金(亿) 

认购
方式 

发行价
格（元） 

溢价率
（%） 

定向发行目的
说明 

833322.OC 广通软件 2015-8-27 200.00 0.30 现金 15.00 1400 补充流动资金 
831546.OC 美林数据 2015-8-26 373.64 0.60 现金 16.00 1500 项目融资 
831097.OC 思为同飞 2015-8-25 160.00 0.05 现金 3.10 210 补充流动资金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上周没有发生并购事件。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 4 家挂牌企业。 

锐融科技（833373.OC ）：云计算面向金融行业专业化 IT 服务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北京锐融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创立于支付元年的高新技术及双软资质企业，汇聚

了一群热爱金融 IT 服务事业的向上力量，致力于泛金融 IT 解决方案的创新。核心团队具备 6

年以上同业合作经验，在金融 IT 系统、银行渠道类、第三方支付类解决方案领域拥有扎实基础，

五、挂牌：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 4 家挂牌企业 

四、并购：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没有发生并购事件 

三、融资：上周 3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0.9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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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实现了便捷、安全、有风格的一站式支付方案及产

品套件，是云计算面向金融行业专业化 IT 服务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总部位于北京。锐融天下的

产品多面向金融行业软件开发人员和第三方支付企业，设计理念源自开放互通的云金融创想，

倡导金融服务和互联网的跨界融合，注重简洁实用的开发体验和差异化定制服务，帮助金融机

构导入互联网理念，为电子商务提供金融级信息系统，同时引导金融服务向大众使用者延伸，

助力金融服务模式的变革。  

图表 5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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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3359.OC 天涯社区 9,300.00 10,410.48 （2.87） （4,036.69） （29.52） —— 
833373.OC 锐融科技 500.00 1,851.60 72.36 768.42 243.62 95.77 
833402.OC 众引传播 100.00 1,525.70 —— 60.97 —— 2.79 

833318.OC 图敏视频 1,160.00 2,609.72 62.76 323.77 349.97 36.67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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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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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 
新三板互联网传媒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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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