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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要点 
【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融资持续活跃】 

1.新闻动态：行业方面，1 月 7 日，腾讯联合深圳零度发布了旗下首款

无人机产品——空影 YING，正式进军无人机行业；三板方面，1 月 4 日，

汇元科技投资成立汇元金服，充分利用公司已有的支付优势和互联网运

营经验，整合互联网金融各方工具平台，致力于成为互联网金融解决方

案提供商。 

2.市场表现：上周板块交易额 6.56 亿，环比增长 17.56%，其中做市和

协议两种方式总成交金额分别为 4.17 亿和 2.39 亿，做市成交额占比达

63.59%，表现最活跃的公司分别是益盟股份和东方网。 

3.融资并购：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共有 11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

预计融资金额达 8.57 亿元。其中，慧云股份拟发行 4000 万股，募集资金

5.33 亿元用于项目融资。上周发生 1 起并购事件，爱美互动收购武安市

柠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通过收购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获得

其名下注册的微信公众帐号关注用户（粉丝），可壮大公司社交业务粉丝

数量，提升公司收入水平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实力。 

4.挂牌：上周板块新增网银互联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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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棒传

媒，并购昊海金桥，瞄准移动互联网广告整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奥飞数

据通过多年的精细化运营和稳步发展，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 IDC 运营商

和通信综合运营企业；网银互联是一家专业的商业数据中心运营商，成

立至今已形成了由数据中心(IDC)设计、建设、管理到销售、运维、增值

服务的完整数据中心产业链。 

【投资策略：重点关注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 
本周网银互联挂牌，重点关注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相关企业。经过

初步梳理，新三板现有首都在线等 18 家数据中心相关企业，初步形成了

由数据中心(IDC)设计、建设、管理到销售、运维、增值服务的完整数据

中心产业链。2015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政策、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等一系列政策，预计政府将集中建

设一批数据中心、同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流量的迅猛增长也催生了数

据中心需求，建议重点关注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奥飞数据、首都在线等

企业，A 股参照公司有光环新网等。 

 
 

 

互联网传媒上周交易信息 

指标 上周交易 

总市值（亿元） 1581.88 
成交金额（亿元） 6.56 
成交数量（万股） 8039.88 
挂牌公司数量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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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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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闻动向回顾 

图表 1 互联网传媒板块上周重要新闻 

1 月 7 日 腾讯进军无人机产业 

事件 

1 月 7 日，腾讯首次参展 2016 年国际消费电子展，并联合深圳零度发布了旗下首款无人机产品
——空影 YING，同时宣布正式进军无人机行业。根据发布会公布的信息，空影 YING 定位于
消费级市场，主打便携与易操作。 

点评 

空影 YING 发布的意义不仅仅是市面上多了一款全新的智能无人机，更是互联网、科技巨头们
进一步进军无人机产业，老牌无人机厂商进一步拓展无人机生态的先锋号角。腾讯互娱有强大
的社交资源、用户基数、游戏属性;深圳零度除多年的无人机技术积累外，依托母公司雷柏科技
深耕硬件制造多年的供应链体系，在产能和品控方面的优势更是其他厂商难以比拟。 

1 月 4 日 汇元科技（832028.OC）:成立汇元金服，战略布局互联网金融 

事件 

1 月 4 日，公司发布公告称全资设立子公司北京汇元金服科技有限公司（“汇元金服”），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汇元金服将充分利用公司已有的支付优势和互联网运营经验，充分发挥
公司支付技术能力，整合互联网金融各方工具平台，致力于成为互联网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商，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 

点评 
汇元金服是为了紧密围绕公司“汇支付、慧金融、惠生活”的战略定位，并利用好央行等十部委互
联网金融鼓励创新的政策红利，加速互联网金融业务布局以抓住行业市场机遇。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1.2 市场表现：板块交易额 6.56 亿，环比增长 17.56% 

 做市转让：交易额 4.17 亿元，占互联网传媒板块总交易额的 63.59%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合计 120 家做市企业，上周现在支付（832086.OC）、掌上明珠

（834712.OC）转为做市交易。上周总成交量为 3073.09 万股，总成交金额为 4.17 亿元，占互联网

传媒行业总成交额的 63.59%，较上上周交易上升 11.75%。上周成交额排名第一的公司为益盟股份

（832950.OC），公司周成交量为 215.80 万股，成交金额 5,075.24 万元。 
图表 2 做市转让成交额占互联网传媒板块成交额的 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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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50.OC 益盟股份 32.24  (14.73) 0.67  215.80  5075.24  

832288.OC 三人行 45.73  5.82  34.19  232.60  3566.23  

430515.OC 麟龙股份 25.42  (13.93) 2.15  143.40  3223.44  

830999.OC 银橙传媒 50.79  (6.13) 1.29  141.60  2936.71  

430618.OC 凯立德 60.82  (11.67) 1.60  327.40  2579.37  
830866.OC 凌志软件 40.49  12.34  2.43  163.00  2446.97  

430229.OC 绿岸网络 43.57  (8.12) 2.76  81.40  2038.84  
430339.OC 中搜网络 (16.14) (15.84) 1.54  137.30  1966.93  
831330.OC 普适导航 44.69  (14.41) 7.11  129.80  1368.97  

430346.OC 哇棒传媒 89.17 1.59 1.71 45.78 1,162.31 

1、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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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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6.79 万股，总成交金额 2.39 亿

元。其中，东方网（834678.OC）成交额达 8,337.99 万元，居于协议转让公司首位。 
图表 3 协议转让：卓易科技周成交额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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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678.OC 东方网 109.73  38.04  7.64  3,041.10  8,337.99  

831428.OC 数据堂 646.39  -0.07  5.95  145.48  3,978.31  

833377.OC 童石网络 24.16  0.00  31.33  487.50  3,900.00  

832745.OC 奥飞数据 36.89  0.00  16.18  82.00  3,075.00  

430690.OC 酷买网 18.42  10.00  100.08  640.75  763.61  

832135.OC 云宏信息 37.57  12.50  1.10  40.20  723.25  

831472.OC ST 激动 -35.56  11.21  0.88  110.10  720.95  

831012.OC 岳能科技 18.08  0.00  3.91  100.00  450.00  

831335.OC 时空客 1,132.01  -7.10  3.41  114.70  351.16  

834990.OC 新数网络 34.68  82.40  7.93  6.60  300.96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1.3 融资：上周 11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8.57 亿元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共有 11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8.57 亿元。其中，

慧云股份拟发行 4000 万股，募集资金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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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认购
方式 

发行价
格（元） 

溢价率
（%） 

定向发行 
目的说明 

835239.OC 网银互联 2016-1-9 89.00 600.00 现金 6.74 574 补充流动资金 
833322.OC 广通软件 2016-1-8 500.00 14,000.00 现金 不低于

18 元 
1700 补充流动资金 

834880.OC 泰华智慧 2016-1-8 200.00 2,400.00 现金 12.00 1100 补充流动资金 

831472.OC ST 复娱 2016-1-6 150.00 1,050.00 现金 7.00 8.53 项目融资 
833619.OC 佰聆数据 2016-1-6 1,000.0 1,150.00 现金 1.15 （85.63） 项目融资 
834048.OC 蓝灯数据 2016-1-6 120.00 900.00 现金 7.50 650 补充流动资金 

834139.OC 时代亿信 2016-1-6 390.00 975.00 现金 2.50 150 补充流动资金 
831823.OC 智冠股份 2016-1-5 430.00 5,805.00 现金 13.50 11.66 补充流动资金 
833205.OC 博采网络 2016-1-5 150.00 2,250.00 现金 15.00 40.12 补充流动资金 

834342.OC 慧云股份 2016-1-5 4,000.0 53,320.00 现金 13.33 1233 项目融资 
835086.OC 房米网 2016-1-5 200.00 3,200.00 现金 不低于

16 元 
（37.25） 项目融资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1.4 并购：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发生 1 起并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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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发生1起并购事件，爱美互动收购武安市柠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通过收购标

的公司股权的方式获得其名下注册的微信公众帐号关注用户（粉丝），可壮大公司社交业务粉丝数

量，提升公司收入水平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实力。 
图表 5 并购事件概况 

代码 
交易买
方 

首次披露时
间 

交易标的 
PE 

（预测） 
交易价格 
（元） 

交易目的 

 
835113.OC 

 
爱美互
动 

2016/1/8 
武安市柠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 

— 100万元 

通过收购标的公司股权的方
式获得其名下注册的微信公 
众帐号关注用户（粉丝），可
壮大公司社交业务粉丝数
量，提升公司收入水平和盈
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整
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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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家挂牌企业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网银互联等 8 家挂牌企业。 
图表 6 上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新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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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5143.OC 中顾法商 166.70  1,195.69  396.38  175.04  133.92  0.00  
835339.OC 壹进制 2,650.00  1,533.70  10.63  (189.62) (213.01) (24.55) 
835123.OC 星空股份 1,500.00  11,660.79  49.42  2062.61  58.22  46.57  

835256.OC 数图科技 500.00  995.60  49.93  131.98  243.60  28.43  
835091.OC 沃科合众 910.00  1,248.74  86.51  25.51  131.52  7.87  
835239.OC 网银互联 2,131.00  11,031.89  44.24  541.81  108.62  13.28  

835471.OC 呈天网络 1,600.00  1,907.67  (44.67) (1535.97) (2.93) (167.54) 
835499.OC 智玩网络 1,211.85  913.52  34.91  (75.80) (189.48) (81.03)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2.1 哇棒传媒(430346.OC)：注重效果的移动互联网广告整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哇棒传媒是聚焦移动互联网营销的广告提供商，2010 年，国内首个移动互联网广告平台上线，

公司系统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进行数据采集，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经验和业务知识分析数据，并利

用分析结果调整资源整合策略，进行广告投放；2012 年，公司大规模整合社会化媒体，成为媒体

资源覆盖最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2015 年，公司并购北京昊海金桥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瞄准

移动互联网广告整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昊海金桥在传统广告领域拥有丰富的媒体和客户资源，其中

央视是其最主要的采购媒体，客户方面，公司拥有重汽集团、中国平安等优质客户。通过并购，哇

2、重点公司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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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传媒打通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渠道资源，既可以服务效果广告主又可以服务品牌广告主，在大

客户服务方面拥有充足的资源，是品效合一的积极探索者。 

2.2 奥飞数据（832745.OC）：国内领先的 IDC 运营商 

奥飞数据通过多年的精细化运营和稳步发展，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 IDC 运营商和通信综合运

营企业。主要向客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数据中心服务、灾备中心服务等网络服务，是华南地区最早

开展数据中心业务的运营商之一。凭借着丰富的网络资源、优质的客户服务、完善的解决方案、专

业的服务品质、诚信的商业精神，奥飞数据迅速成为华南最卓越的互联网运营商之一、网络游戏首

选 IDC 合作伙伴、企业数据中心与灾备中心的首选网络运营商。目前奥飞数据作为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中国移动的核心合作伙伴，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核心多线(电信+联通+移动+教育网)托管运

营商，年营收连续三年完成 200%增长，主要服务客户包括搜狐、盛大、风行、多玩、优酷、金山

等著名互联网企业；同时拥有 ISP(互联网接入和增值服务)、ICP(互联网内容服务)、SI(移动增值业

务)等通信业务的经营资质，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通信解决方案。 

2.3 网银互联（835239.OC）：完整覆盖数据中心产业链的提供商 

网银互联是一家专业的商业数据中心运营商，依托各大运营商得天独厚的网络资源优势，通过

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教科网、华数建立了战略合作及业务合作，成功运

营着 17 座电信级数据中心机房，这些基础设施均由高质量的数据中心和庞大的数据传输网络组成，

管理的服务器数量数以万计，成立至今已形成了由数据中心(IDC)设计、建设、管理到销售、运维、

增值服务的完整数据中心产业链。通过自建分布式数据中心、自建互联互通的网络和自行研发的服

务体系，形成四个主营业务，包括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数据中心运维服务、数据中心咨询服务、

云计算与增值服务等。通过差异化的服务，帮助客户大幅度削减信息化设施成本，提高数据安全性

和可靠性，提升客户体验。 

 

本周网银互联挂牌，重点关注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相关企业。经过初步梳理，新三板现有首都

在线等 18 家数据中心相关企业，初步形成了由数据中心(IDC)设计、建设、管理到销售、运维、增

值服务的完整数据中心产业链。2015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等一系列政策，预计政府将集中建设一批数据中心、同时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流量的迅猛增长也催生了数据中心需求，建议重点关注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奥飞数据、首

都在线等企业，A 股参照公司有光环新网等。 

图表 7 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一览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公司简介 
430071.OC 首都在线 公司是 IDC 服务提供商，核心技术是公司的运营平台。运营平台是公司经过

多年的技术研究与运营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并根据客户的不同需
求不断进行相关软件的开发和硬件的集成。目前公司已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化
服务产品体系和定制化增值服务体系，获得 11 项软件著作权，并在运营平
台上率先将云计算应用到具体服务中，积累了宝贵的云计算应用经验。从公

3、投资策略：重点关注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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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成立伊始，就严格按照 ITIL 进行服务、运维体系、制度和流程的建设，
合规和高效是本公司运维严格遵循的要点。公司凭借自身的通信资源、网络
资源集成整合能力，与电信运营商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历年都被评为北

京电信的最佳合作伙伴。 
430243.OC 铜牛信息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为北京

市国资委下属二级企业，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5 日正式登陆 “新三板”，成为公众公司。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了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颁发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是专业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高端 IT 技术服务和云计
算服务提供商。铜牛信息在中央电视台新址东侧铜牛国际大厦和天坛南侧的
金坛大厦分别建有 1200 平米和 3600 平米的数据中心机房，运维三元桥国门
大厦 1000 平米的数据中心机房。拥有美国 Apple 公司、Fusionstorm 公司、韩
国 SK、LG、首信、太极、北京产权交易所、石油交易所、韩国新韩银行、
友利银行、环球网、环球时报等一批知名客户；公司与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北京市电子政务云平台建设合作，为其提供数据中心信息基础服

务。 
430498.OC 嘉网股份 青岛嘉华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互联网数据中心(IDC)运营、信息系统

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机房建设方案、网络及网络安全组网方案提供商。
是山东地区最早提供服务器及应用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 IT 行业高科技公司
之一，也是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 IDC 业务的核心合作伙伴。目
前，嘉华网络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济南等地设立了分支机
构，携手电信基础运营商拓展全国的 IDC 业务，并与华为、IBM、DELL、
EMC、赛门铁克、深信服、浪潮、CISCO、Microsoft、REDHAT 等十多家世
界顶尖的 IT 厂商结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为国内政府企业提供信息应用系

统以及增值服务。 

831095.OC 中网科技 中网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因特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因特网
接入(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因特网信息服务(ICP)、电子商务(E-commerce)
为主导，并提供相关解决方案。持有经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安徽省通信管理
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苏 IDC.苏 B1-20100002 
ISP.苏 B2-20070018 ICP.苏 B2-20040016，IDC.ICP.皖 B1. B2-20060047)，拥有一
批专业化资深专家、资深技术、优秀管理人才组成的团队，多达十年的运营
管理经验，率先在业界推出了高性价比的产品方案，让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

轻松拥有独立的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 。 
831315.OC 安畅网络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服务商。安畅 AnchNet 拥有独创的

SmartCloud、SmartPod、InfraConnect、SuperNet 等先进平台和技术，通过这
些一体化的整合技术方案和服务，帮助客户从实际业务和应用环境所需出
发，在传统物理架构和云服务之间取得平衡，作出最合适的 IT 基础架构规
划，从而更好地为客户的业务提供运行支持。2010 年，安畅 AnchNet 投资并
运营了覆盖全球的混合云托管平台，51IDC.com。短短的几年内，我们服务
的客户已超过 30 国家的 1500 以上企业，与上汽集团、中国银联、中国平安、
汇丰银行、NEC、ABF、VISA 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国家政府机关有合作，
是业界为数不多的优质客户拥有率超过 50%的 IDC 公司。截止目前，安畅网
络已经全面覆盖了中国电信、移动、联通三大官方运营商，总出口带宽超过

250G，管理运维 10000+台服务器。 
831402.OC 帝联科技 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专业提供互联网平台服务的

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上海，注册资金 4800 万。帝联科技依靠雄厚的资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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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对互联网新一代业务的独特理解、利用丰富的运
营经验和强大的销售力量迅速拓展互联网 IDC 以及 CDN 业务，先后在北京、
广州、深圳、南通、成都、长沙等地设立了多个分公司及办事处，500 多名
员工，在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CDN 内容分发网络的平台搭建、运营以及
互联网增值业务拓展等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并拥有众多成功案例，综合实力居

行业前列。 
831405.OC 赞普科技 天津赞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数字网络建设和数据接入及增值服务

为基石，智能化网络产品及服务为拓展方向的移动互联综合服务商。公司总
部设立在天津，注册资金 1250 万，股份制公司，员工 1300 多人，北京、成
都设有研发中心，天津立足高新区，是科技小巨人企业，公司经营 11 年无
任何不良记录。拥有 12 项专利和 8 个软件著作权，系统集成 3 级资质，分别
在北京设立软件系统研发中心和成都研发中心，公司成立以来先后为天津广
电、四川都江堰广电、马鞍山广电等全国二十几家广电网络运营商提供网络
运营优化平台，公司长期致力于为宽带互联网、移动 3G 网络和 Wi-Fi 无线
网络以及智慧社区提供支撑设备、支撑软件平台和技术服务，为客户提供性

价比高的整体解决方案。 
831685.OC 亿恩科技 河南亿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00 年，一直专注于

IDC(InternetDataCenter，因特网数据中心)行业的互联网基础服务运营商和提
供商.公司主要面向所有利用互联网对外提供展示或服务的政府、企业、个人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具体业务包括云计算的搭建部署、服务器租用托管、
带宽批发、虚拟主机、域名注册、网站开发、软件研发等多个不同的产品项
目。成立 14 年来，为国内数十万家政府、企业、个人等提供了各类完善的
接入解决方案，使众多的企业从传统的狭窄的推广渠道搭上了电子商务快
车、让办公从繁冗的书面过渡到快捷的 oa 电子办公系统，再加上网络游戏、
在线视听等各类的娱乐休闲应用，让客户面向的市场更大、办公更加快捷高
效、商务交易更加方便安全，也通过帮助搭建互联网平台让我们的生活更加
多姿多彩！目前服务的客户包括申通物流、华军软件、优酷、鸭鸭集团、通

达 oa、PPS 等众多知名企业。 

832693.OC 东鼎股份 公司主要从事数据中心机房系统集成及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包括项目咨
询、方案设计、系统及软件的定制开发、系统集成建设(含项目实施及设备供
应)，以及后期客户培训及系统运维服务。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数据中
心机房系统集成及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公司希望建设成集网络安全、数据
安全为一体的专业数据中心、智能化系统供应商，通过提高服务中应用的设
备、软件的质量、功能性、匹配性，并提供数据安全管理、大数据应用支持
等增值服务，目标成为中国领先的数据中心机房系统集成及智能化系统集成
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公司的服务广泛应用于医院、学校、宾馆、政府
机关等领域的数据中心建设和智能化建筑系统集成。目前服务的客户主要集

中在浙江省内。 
832745.OC 奥飞数据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数据)通过多年的精细化运营

和稳步发展，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 IDC 运营商和通信综合运营企业。主要向
客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数据中心服务、灾备中心服务等网络服务，是华南地
区最早开展数据中心业务的运营商之一。凭借着丰富的网络资源、优质的客
户服务、完善的解决方案、专业的服务品质、诚信的商业精神，奥飞数据迅
速成为华南最卓越的互联网运营商之一、网络游戏首选 IDC 合作伙伴、企业
数据中心与灾备中心的首选网络运营商。    目前奥飞数据作为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核心合作伙伴，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核心多线(电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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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移动+教育网)托管运营商，年营收连续三年完成 200%增长，主要服务客
户包括搜狐、盛大、风行、多玩、优酷、金山等著名互联网企业；同时拥有
ISP(互联网接入和增值服务)、ICP(互联网内容服务)、SI(移动增值业务)等通

信业务的经营资质，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通信解决方案。 
832757.OC 景安网络 郑州市景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GAINET)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专业致

力于电信基础服务运营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公司从 2005 年至今已陆续建设绿
色高效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可容纳万台服务器。经过 10 年发展已成为中国
中部地区 IDC 第一品牌。景安公司目前是国家计算机网络安全应急服务省级
支撑单位，也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指定的 AAA 信用企业，通过了 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
管理体系认证，连续两年荣获全国《最受欢迎的 IDC 服务商》荣誉称号，已
成为行业内公认的河南第一互联网品牌。景安网络秉承着"一切为了客户"的
企业精神，于 2004 年开启了 IDC 行业的风雨征途。10 年的用心经营，景安
网络籍着变革创新、锐意进取和真诚服务的宗旨，凭借用户信赖和产品质量，
成为特色鲜明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客户接入量位居全国前十。公司当前主
要业务有：服务器托管、机柜租赁、数据中心专区承包、大带宽接入服务、

增值服务以及中小企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增值电信基础服务。 
833020.OC 宁冠鸿 深圳宁冠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6 年，主营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

服务，数据中心工程解决方案以及智能化系统设计集成服务。公司具有机电
安装总承包二级、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二级，有线电视台安装设计施

工资质。2013 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通过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认证。2015 年 7 月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上市，证券代码为 833020。公司本着“科技创造舒适
生活”的使命，注重技术与产业结合，在楼宇智能化相关领域已经获得多项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公司拥有 IDC 建设和建筑智能化经验丰富的团队，有多
年服务大型互联网企业和金融企业的 IDC 工作经验，具有业内较强的 IDC
设计、施工、运营和维护的实力，公司在华南地区建设高标准数据中心，并
与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达成长期合作，为客户提供互联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服务及相关增值服务。 

833397.OC 天舰股份 杭州利安天舰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简称“天舰互联”是专业从事 IDC 运营
的公司，本公司致力于向客户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服务器租用、服务器托
管、互联网带宽等服务。公司立足浙江，辐射全国，依托与电信、联通、IT 
设备厂商在资源及渠道上的优势，借鉴业界成功运营经验，为用户提供持续、
高速、安全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IDC)。省内拥有杭州、台州、丽水等四星
级数据中心，并与金华、嘉兴、温州、湖州、宁波等地区运营商建立核心合
作，运营专线机房。公司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服务管理体系，为互联网信

息化应用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和技术支持。 
833699.OC 联网科技 成都指南针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公司为广大的因特网个人

用户和企业用户提供因特网数据中心(IDC)服务、因特网接入(ISP)服务、云服
务业务。公司自成立伊始专注于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服务。同时，公司也为
客户提供域名注册、网站建设、虚拟主机、云服务器、服务器租用等服务。
公司拥有一批专业化资深专家、资深技术、优秀管理人才组成的团队。多年
的 IDC 数据中心运营、服务器托管、机架租赁、云灾备、云存储、云安全服
务运营经验，率先在业界推出了针对多领域数据中心应用解决方案，高质量
的数据中心与云计算应用方案，全方位的数据中心灾备、云灾备解决方案，
让数以千计的企业轻松享受高速互联网带来的高效与安全。公司合作客户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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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合作的客户主要包括腾讯、搜狐、中央电视台、网易、pps、成都游
戏、金融、证券等成都本土多家知名大型公司，公司现在发展的规模在整个

西部占有绝对领先的位置。 
834122.OC 云端网络 公司从事的是互联网络平台服务业，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互联网业务平台

解决方案及服务，即向客户提供服务器的托管与网络接入、内容的分发与加
速等互联网业务平台解决方案。公司互联网业务平台服务的核心由两部分构
成：CDN 服务(即内容分发加速网络服务)和 IDC 服务(即互联网数据中心服

务)。 
834342.OC 慧云股份 江苏广和慧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Service)由创始人携手海通证券、西南证券、

新海宜 [002089]、东方财富[300059]控制人、谱润投资等著名机构和战略投资
人共同组建设立，是全国最大的分布云网络平台综合服务提供商和运营商。
iService 已承接运营的数据中心机架达 28000 个，覆盖 46 个中国三四线政府
的产业互联网城市入口机房，5 个区域数据中心，公司以创新商业模式，建
立了云服务生态系统，成功打造中国最大 iService 分布云网络平台，作为城
市产业互联网的接入口；公司坚持共建、共享、共赢、无限扩展的互联网理
念，坚持第三方开放的市场定位，采用流量分成模式面向终端客户提供信息
消费服务，真正诠释云计算按需收费的核心商业模式。公司以独特创新

“iService+互联网服务”商业模式，面向全球互联网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和市场服务，满足政务、产业、民生日益增长的信息化消费需求，以“分布
云网络资源，中国三四线城市市场机会，资本”三位一体的竞争优势，推出
iService+城市信息化等 10 大系列产品，致力于为互联网客户创造价值，推动
互联网行业从技术交付到服务交付转型，迎合互联网+的国家发展战略和中

国各级地方政府采购云服务的巨大市场机会。 

835111.OC 万联网络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数据中心、网络机房安全监控软件产品以及软硬件一体化
产品的研发、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网络化集
中监控产品、网络化主动安防产品、IT 应用及设备网管产品、智能配电能
耗节能监测产品、中央集中管控平台软件产品、OEM 集中管控软件产品、

移动运维装备 UPhone 运维宝。 
835239.OC 网银互联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商业数据中心运营商，成立至今已形成了由数据中心(IDC)

设计、建设、管理到销售、运维、增值服务的完整数据中心产业链。通过自
建分布式数据中心、自建互联互通的网络和自行研发的服务体系，形成四个
主营业务，包括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数据中心运维服务、数据中心咨询
服务、云计算与增值服务等。通过差异化的服务，帮助客户大幅度削减信息

化设施成本，提高数据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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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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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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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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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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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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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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