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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周股价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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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楼兰股份股价上升119.6%，晶鑫股份股价上升88.9%；艾倍科股价下降
86.7%，中创股份股价下跌76.6%，时代地智股价下跌50%。

图1：上周股价异动（%）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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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报概要

博雅英杰（430082.OC）：主营管理信息化产品，专攻政府管理信息化产品的研
发，同时兼顾民用信息化领域。2015年度，实现营收12918万元，同增50.06%，
归母利润1081万元，同增141.99%，EPS0.32元/股。

三网科技（430457.OC）：主营IPPBX（一种基于IP的公司电话系统）业务和移
动物联网产品的开发、销售、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主要产品包括IPPBX系列产
品、二维码产品和智能交通产品等。2015年度，实现营收5988万元，同增
182.35%，归母利润339万元，同增6.48%，EPS0.12元/股。

金天高科（832008.OC）：主营微细球形铝粉的生产及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背电场铝浆、耐火材料、新型陶瓷材料、汽车及建筑涂装、化工
及军工航天等领域。2015年度，实现营收15921万元，同增4.02%，归母利润
145万元，同增114.45%，EPS0.01元/股。

2.重点公司公告

资料来源：博雅英杰、三网科技、金天高科2015年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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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报概要

富耐克（831378.OC）：主营立方氮化硼（CBN）单晶及其系列磨料、刀具产品，
用于工业生产中的磨削、切削工艺。生产技术及产品质量居世界先进水平，满足
汽车、航空航天、船舶、钢铁以及各种机械加工行业的需求。2015年度，实现营
收14694万元，同增21.89%，归母利润4114万元，同增20.73%，EPS0.34元/股。

国学时代（430053.OC）：主营古籍数字化研究、网络文献检索开发和网站建设。
拥有古籍‚自动标点‛、‚自动比对‛、‚自动排版‛三大核心技术。2015年度，
实现营收1062万元，同增25.11%，归母利润145万元，同增73.93%，EPS0.11

元/股。

伊菲股份（831161.OC）：主营铝铸造行业相关服务及产品，始终致力于工业陶
瓷和特种陶瓷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2015年度，实现营收5029万元，同增
66.05%，归母利润1239万元，同增74.76%，EPS0.49元/股。

2.重点公司公告

资料来源：富耐克、国学时代、伊菲股份2015年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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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报概要

奥特股份（830860.OC）：主营奶牛精准化健康养殖产品，核心产品为UCOWS

奶牛发情监测系统。2015年度，实现营收1931万元，同增2.63%，归母利润479

万元，同增13.32%，EPS0.09元/股。

君悦科技（831532.OC）：主营铝箔系列复合隔热材料，主要包括复合铝箔绝热
材料、纳米气囊绝热材料和防静电包装制品三类，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管道保温、
汽车等领域。2015年度，实现营收1062万元，同增72.05%，归母利润699万元，
同增444.52%，EPS0.93元/股。

2.重点公司公告

资料来源：奥特股份、君悦科技2015年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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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股票增发

博雅英杰（430082.OC）：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0.00元/股。本次股票发
行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000000股，其中2980000股
为现金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9800000元，另外2020000股为非现金资产认
购。本次新增股票锁定期为10个月。

易建科技（831608.OC）：本次定向发行1197万股，认购价格为8元/股。本次发
行新增6名股东，共募集资金9576万元。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
海航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慈航基金会，未发生变化。

赛特传媒（831493.OC）：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前一次股份发行的价
格（前一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4.23元/股，股份摊薄后为2.82元/股），并且不超
过7.00元/股，本次股票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75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融资额不
超过5250万元。

东芯通信（430670.OC）：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0元/股，发行数量为
7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800万元。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为珠海全志
科技有限公司。

2.重点公司公告

资料来源：博雅英杰20160316公告，易建科技20160319公告，赛特传媒20160315公告、东芯通信20160317公告，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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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其他公告

东岩股份（430286.OC）：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本次交易中，公
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5位自然人持有的吉谊汽配合计100%股权。本次交易价
格为人民币6300万元。

安信种苗（831492.OC）：公司发布关于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12月21日起暂停转让。公司股票将继续暂停转让，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
司将予以及时披露并复牌，预计最晚恢复转让日为2016年6月17日。

卡特股份（830816.OC）：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中
装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武汉市光谷大道特1号国际企业中心1栋3层03号，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

奥特股份（830860.OC）：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与陈笑雨共同出资设立
参股公司陇黄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香港，注册资本为港币
10000000.00元，其中公司出资港币49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9.00%。

2.重点公司公告

资料来源：东岩股份20160319公告、安信种苗20160318公告、卡特股份20160318公告、奥特股份20160317公告，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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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其他公告

广新信息（831813.OC）：公司拟通过委托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的方
式转让公司参股公司广东南方新视界传媒科技有限公司15%的股权，以不低于评估
价2716.92万元作为挂牌底价。该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南方新视界公司15%的
股权。

顺达智能（430622.OC）：公司与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签订
了一系列合同，共计总金额181805000元，合同对公司2016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创高安防（831464.OC）：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创想未来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拟以
1700000.00元人民币全资收购江苏万联新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后，创
想未来将持有万联新兆100%的股权。

2.重点公司公告

资料来源：广新信息20160317公告、顺达智能20160316公告、创高安防20160316公告，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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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图隔膜（835844.OC）

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资本3800万元，坐落于吉林省辽源市，法定代表人
为张汉鸿。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隔膜、普通锌锰电池隔膜的研发、生产、销
售。通过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普通锌锰电池隔膜作为利润来源。主要产品有锂
离子电池PE隔膜、普通锌锰电池隔膜-浆层纸、陶瓷涂覆隔膜。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鸿图隔膜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2263.50 32.50 2647.56 15.28 1384.28 16.19

表1:鸿图隔膜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主营锂电池隔膜、无汞浆层纸、有汞浆层纸。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
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384.28万元、2647.56万元、2263.5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690.89万元、409.63万元、541.73万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6.19%、15.28%、
32.5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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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科技（835967.OC）

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注册资本3450万元，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法定
代表人为冷青松。公司是江苏太阳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2005年开始生
产光伏焊带，多年来不断加强光伏焊带的技术研发和生产工艺的改善。公司光伏
焊带最大月生产能力达600吨，主要客户群包括无锡尚德、正泰、韩华、天威、中
国国电、亿晶等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太阳科技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2:太阳科技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是光伏组件、光伏应用系统、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配套件、焊带、
EVA加工、制造、销售。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8月营业收入分别
为1.11亿元、7240.09万元、6587.75万元；毛利率分别为17.67%、19.71%、
24.66%。毛利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6387.75 24.66 7240.09 19.71 11114.09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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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铜业（836108.OC）

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注册资本11300万元，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
为郑达仁。公司生产各种牌号全系列环保、高精、大卷重铜基合金板带材产品，
该类产品是电子信息、电器、机械五金、汽车仪表、轻工服装及能源等行业的重
要原材料。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高档服装服饰、钮扣、拉链及电子电器元器
件加工生产领域。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五星铜业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5年1-7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55557.89 3.80 116431.09 2.90 128679.19 2.14

表3:五星铜业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为铜基合金板带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同时，公司致力于
综合利用电解铜直接生产铜板带材，实现铜金属资源的循环利用。公司2013年度
、2014年度、2015年1-7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2.87亿元、11.64亿元、5.56亿元；
毛利率分别为3.80%、2.90%、2.14%。毛利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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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联星（836091.OC）

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注册资本4200万元，坐落于湖南省岳阳市，法定代表人
陈建春。公司是国内铝及其合金熔铸特种材料行业内产品类型齐全、业务规模较
大的企业之一，产品销售遍及广东、河南、浙江等国内主要铝加工工业区。公司
独立研发生产的高洁净度铝钛硼细化剂、复式陶瓷过滤板等产品的技术水平达到
了国内先进水平。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金联星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28048.53 8.80 44688.74 8.90 22879.21 19.67

表4:金联星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为铝合金熔铸特种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细化变
质材料、合金化材料、陶瓷过滤板、熔铸用设备及其他辅助材料、铝合金棒材等
五大类。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7月毛利率分别为19.67%、8.90%和8.80%

，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公司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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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霸股份（836101.OC）

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注册资本2700万元，坐落于福建省漳州市常山华侨经济
开发区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吴敬龙。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新型建筑材料（主要
为新型石膏墙体材料、干混砂浆）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以及相关技术咨
询。公司的产品销往国内大型建筑工程、房地产建筑工程、住宅装修工程等，同
时远销海外。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正霸股份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5年1-7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2270.85 45.32 3106.87 37.79 1695.08 33.89

表5:正霸股份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主要分为石膏砌块和干混砂浆，其中石膏砌块收入占比
均超过96%。公司2015年1-7月、2014年度及2013年度的毛利率分别为45.32%、
37.79%及33.89%，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公司毛利率逐年提高，主要是因为公
司逐步使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工操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石膏砌块的烧制具有
较强的规模效应。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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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板业（836290.OC）

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注册资本4000万元，坐落于湖南省娄底市，法定代表人
廖群洪。公司是资源综合利用认证企业，主要循环利用粉煤灰、废水泥袋和废弃
粉末等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硅酸钙板、蜂巢芯底板、蜂巢芯箱、装饰线条
并进行销售。是娄底市第一家规模产值高、经济社会效益好、市场前景广阔的新
型节能环保建材企业。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高盛板业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5年1-7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5058.41 47.24 3774.62 49.98 1716.33 15.96

表6:高盛板业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为硅酸钙板、蜂巢箱、薄壁芯模、蜂巢芯底板、异形箱的生产与销
售。公司2015年1-7月、2014年度、2013年度毛利率分别为47.24%、49.98%、
15.96%。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的设备、技术、人员配备逐渐
完善、成熟，公司客户增加；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在生产硅酸钙板之外，增大价
格较高的蜂巢箱的销售数量。公司收入得到较快增长。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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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股份（835999.OC）

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注册资本3000万元，坐落于江苏省邳州市，法定代表人
陆守伟。是一家从事各种规格品种及特种高强混凝土的生产供应、钢筋混凝土预
应力方桩生产、运输、地基处理、桩基基础施工于一体，同时生产各种新型建材
市政工程的大型综合型企业，为路政、园林建设和建筑业提供服务。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山海股份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5年1-7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5159.95 32.68 10449.94 30.94 1296.67 38.19

表7:山海股份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方桩、及生态砖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6月份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8.19%、
30.94%、32.68%；净利润分别为-75.5万元、954.70元、274.87万元。公司整体
的毛利水平波动不大，净利润总额不断提高，主要是由于公司2013年年中开始投
产，2014年度公司客户开发的力度增强，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公司盈利能力
大幅增强。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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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昌股份（836165.OC）

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注册资本1800万元，坐落于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
俞前红。公司主营业务致力于装饰石材设计和销售，主要是向房地产企业或者装
饰企业销售石材，包括大板、异型、拼花等上百种石材。石材设计服务主要是为
客户提供建筑装饰工程中订制石材的深化设计，石材销售均是以公司的设计图纸
为基础加工而成的订制石材成品。公司的主要客户为装饰企业和房地产公司。

3.新挂牌公司基本面

资料来源：汇昌股份公开转让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5年1-7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5247.70 13.82 1974.29 12.91 196.64 10.81

表8:汇昌股份2013-2015年主营情况（万元）

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7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96.64万元、1974.29万
元、5247.7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2014年度较2013年度增长904%

，主要是因为2013年公司属于筹备期，在2013年11月才开始正式经营；2015年1-

7月较2014年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与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5000万元关于海南省清水湾项目装饰石材供应合同。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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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战略新兴板叫停，新三板价升量增再度活跃

一直蓄势推进力争年内推出的战略新兴板突遭变故。根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
的意见，‚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删除了‚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板‛的内容。战略
新兴板叫停，刺激了三板做市交易。3月18日当周，三板做市整体呈现震荡上行趋
势，做市成交额较上周增到5亿左右。三板做市指数周一以1221.17开盘，随后一
路震荡上行，最终在周五收于1232.22点，区间涨幅为0.9%，做市指数整体上涨
11.05点。

4.2十三五纲要公布，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3月17日正式发布。
《纲要》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
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
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纲
要》提出，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
杆率。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
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

4.行业新闻概要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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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全国股转系统转让意向平台3月18日上线运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意向平台将于2016年3月18日正式上线运行。该平
台适用于全国股转系统协议转让证券品种，为注册用户提供转让意向信息的发布和
查询服务。转让意向平台是全国股转公司为完善市场服务，降低投资者转让意向信
息的搜寻成本而设立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该平台，投资者可以更低成本、更大范
围的寻找交易对手方，提升市场整体价格发现水平。同时，该平台不具有成交功能，
买卖双方达成成交协议后，仍需通过全国股转系统交易主机完成交易。

4.4供需逆转，新三板市场‚壳‛费下滑

进入到3月份，新三板市场‚壳‛价格出现下滑态势，且下滑幅度甚大。多位业内
人士表示，近期新三板‚壳‛市场的报价有较大幅度回调，相比较于去年最顶峰，
‚壳‛费至少有30%左右幅度的下跌。这主要是因为‚壳‛供给充分，而借‚壳‛
需求在降低。对于在‚十三五‛规划纲要没有写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板等内容，业内
人士表示，短期内可能对新三板‚壳‛市场形成刺激，‚但决定‘壳’费的关键还
是供需，供给端的增长远超过需求，且融资环境较去年的景气度也在下降，因此不
会改变新三板市场‘壳’费的走势。‛

4.行业新闻概要

资料来源：新三板官网、中国证券报，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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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企业大多处于前期投资及产品推广阶段，业绩尚未充分释放，优胜劣汰将
增加投资风险。

5.不确定性分析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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