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第 1 页共 14 页 

证券研究报告 
公司研究 

致生联发（830819）：聚焦四大行业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2016 年 7 月 19 日 

 肖超（分析师） 温朝会（研究助理）  
电话： 020-88836107 

A1310512070009 
xiaoc@gzgzhs.com.cn 

020-88836105 
A1310115050001 
wenchh@gzgzhs.com.cn 

 
执业编号： 
邮箱： 

【公司概况】 

致生联发是一家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及核心技术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

中关村瞪羚重点培育企业；拥有安防行业一级资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的合格供应商资质。公司科研团队突破了非结构化大数据的底层数学模型

和算法，给应用领域的技术落地带来了系统解决方案，形成了大数据产业

体系集数据采集、通讯、存储、数据挖掘的完整自主创新技术体系。2014

年，公司被福布斯中国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非上市企业百强（第二名）”。 

【核心竞争力：聚焦四大行业的物联网行业领导者】 

（1）聚焦四大行业提供成熟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成立近 20
年，目前可以提供行业客户需求分析、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咨询、IT 基础
系统架构、流媒体关键软、硬件产品、安装调试、培训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一揽子解决方案。公司聚焦智慧城市、智慧机场、智慧核电、智慧高铁四

大领域，形成了玉枢移动视频监控平台、社会图像资源整合平台等一系列

成熟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核供应商资质的高科

技公司，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技术；另外，公司研发出的高铁

受电弓及电网实时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系统是业内第一家成功通过 CNAS

认证的方案提供商。 
（2）重视技术研发，视频压缩技术领先：公司“玉枢”系统产品曾是

国内唯一可以实现 3G 单卡在小于 230kbps 且波动的上传带宽条件下，利用

3G 网络传输 D1 级全帧流媒体图像的大规模部署的实用系统；公司“三维

GIS 可视化综合安全管理系统”、“多源视频图像资源整合系统”等获得

国家“火炬计划”、北京市重大科技专项等荣誉；2016 年 5 月，致生联发
与清华大学携手共同成立“清华大学—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物

联网遥感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将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模式，
构建全国领先的基于非结构化大数据的物联网平台。 

（3）优质的战略合作伙伴提升公司资源整合能力：公司已与北京银行、

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航天科工二院二 0 七所、七 0 六所、INTEL(中
国)、北京市安防协会、中科院声学所及自动化所、中国智慧城市投资联合
体、海康威视（002415）等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借力资本实现快速发展：公司挂牌以来累计完成四次定增，融资

规模 4.84 亿。良好的融资渠道助力公司把握市场时机，公司已经完成收购
北京致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航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49%股权和

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有力加速公司发展。 

 
 

 

公司主要指标 
指标 数值 

总市值（亿元）  10.81 
总股本（万股）   36413.97 
流通股（万股）   25231.47 

  总资产（万元）  68143.62 
  净资产（万元）  59217.17 
 净资产收益率（%）  14.26 

PE(TTM)  22.9 

 
相关报告 

1. 《2016 年中期策略：TMT板块
本土势力崛起，新兴领域明星公司
众多》-20160615 
2. 《新三板互联网传媒周报
（0214-0220）：物联网产业集成式
创新为主 易建科技推荐关注》
-2016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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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新三板研究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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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营收和净利连续 2 年翻番增长】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了 2.85 亿，归母净利润为 4025.49 万，两个

指标均实现连续 2 年翻倍增长，公司处于快速发展轨道。 

【战略规划：“资本+技术”双轮驱动促进公司快速发展】 

（1）深耕“智慧”产业，拥抱“互联网+”：公司将利用自身优势深
耕“智慧”产业，同时紧扣“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利用现有行业大

客户平台, 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盈利能力。 

（2）坚持技术领先和资本驱动“双引擎”战略：公司将本着技术领先

和资本驱动“双引擎”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

势，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波动的风险、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的风险。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第 3 页  共 14 页 

证券研究报告 
公司研究 

 

 

目  录 

1、公司概况 ..............................................................................................................................................................................4 

2、核心竞争力：技术领先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4 

2.1 聚焦四大行业，提供成熟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 4 

2.1.1 多年积累形成了成熟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4 

2.1.2 聚焦智慧城市、智慧机场、智慧核电、智慧高铁四大领域 ........................................................5 

2.1.3 经典案例：社会图像资源整合系统实现警务监控无盲点 ............................................................6 

2.2 重视技术研发，视频压缩技术领先 ........................................................................................................ 7 

2.3 优质的战略合作伙伴提升公司资源整合能力 ......................................................................................... 8 

2.4 借力资本实现快速发展 ............................................................................................................................ 9 

3、财务数据：营收和净利连续 2 年翻番增长 .............................................................................................................. 10 

4、战略规划：“资本+技术”双轮驱动促进公司快速发展 ...................................................................................... 11 

4.1 深耕“智慧”产业，拥抱“互联网+” ................................................................................................. 11 

4.2 坚持技术领先和资本驱动“双引擎”战略............................................................................................ 11 

5、风险提示 ............................................................................................................................................................................ 11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第 4 页  共 14 页 

证券研究报告 
公司研究 

 

 

 

致生联发成立于 1997 年， 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国高新”、“双软”、“瞪羚”企业，

是致力于物联网技术及产品开发服务，同时满足标准模块化和客户需求个性化的需求，采用“技术开发+

整体解决方案”的产品模式，以系统方案带动技术开发，提供兼容性物联网解决方案。作为物联网整体解

决方案提供商，致生联发聚焦智慧城市、智慧机场、智慧核电、智慧高铁等四大领域，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公司营业收入实现连续 2 年翻倍增长，2015 年达到了 2.85 亿，净利润为 4000 万，在“一带一路”、智慧

城市、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驱动下，公司在未来将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 

 

2.1 聚焦四大行业，提供成熟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2.1.1 多年积累形成了成熟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成立近 20 年来，一直致力于物联网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公司针对客户的实际需求，可以提供客

户需求分析、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咨询、IT 基础系统架构、流媒体关键软、硬件产品、安装调试、培训

及相关技术服务等一揽子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在许多方面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整体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包

括：玉枢移动视频监控平台、社会图像资源整合项目、玉枢流媒体安全存储系统、学校安全隐患单兵拍摄

传送系统以及玉枢流媒体安全过滤系统等。 

图表 1 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一览表 

名称 特点 功能及用途 

玉枢移动视频监
控平台整体解决
方案 

1.采用H.264标准输出 
2.采用专用DSP处理
器进行模块化设计 

主要应用于政务系统、公共系统、基础设施、能源资源、
商业企业、教育培训和银行金融。 

社会图像资源整
合项目整体解决
方案  

1.图像实时监控  
2.图像存储回放  
3.报警联动 

应用于行政区管辖的公共图像监控系统，将在宾馆饭店、
住宅小区、商场、医院、银行、写字楼等由各社会单位
独立建设和管理、不互联互通的社会资源图像的视频监
控系统整合，并入政府及公安专网内。 

玉枢流媒体安全
存储系统整体解
决方案  

1.兼容性强大，无缝
接入多厂家设备 
2.采用标准的TCP/IP
输入及输出，充分保
证骨干的稳定 

不仅解决了在网络视频里多个分控同时访问同一路视频
时的“瓶颈”问题，且做到对视频切换的实时性、流畅
性的要求，同时在流媒体信息存储链路上进行信息加密
保障。  

2、核心竞争力：技术领先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1、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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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隐患单
兵拍摄传送系统
整体解决方案  

1.抗冲击、抗震动、
抗过载 
2.环境适应能力强，
系统可靠性高 

可针对公安、边防等敏感单位进行秘密跟踪取证拍摄，
可将目标行踪实时通过无线网络信号传输回监控中心指
挥所，并支持前端信息保存。 

玉枢流媒体安全
过滤系统整体解
决方案  

1.一机一码授权保护  
2.无缝对接视频设备  
3.底层驱动开发  
4.多层过滤机制  

玉枢流媒体安全过滤系统可针对远程目标的监控视频进
行内容源的有机过滤，系统利用技术耦合实现视频的统
一调用和控制。 

物联网高铁受电
弓及电网监控 

1.是业内第一家成功
通过CANS检测的方
案提供商 
2.无需回库检测 
3.以非结构化视频数
据为信息主体，物联
网感知参数为辅 

能够实现在线式电网职能检测（拉弧、火花、导高、拉
出值等）、在线式受电弓智能检测（垂直水平位移、增
减量智能检测等），具备数据捕捉随动系统、传感联动
系统（温湿度、压强、高速GPS、加速度等）。实现了
全方位立体三维GIS 可视化技术保障车厢内人员和财
产安全。 

核电产品实物保
护系统 

1.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系统技术 
2.有效满足了我国核
设施对物联网技术方
案系统的需求 

主要应用于民用核电站和军用核设施中对控制区、保护
区、要害区的运营安保工作，对非法入侵有效的弹出、
见识、报警及延迟是核设施最重要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物联网可视化电
梯安全管理系统 

1.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系统技术 
2.机场电梯智能化 

使得博维公司未来在机场运营服务更加安全、智能，同
时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广证恒生 

2.1.2 聚焦智慧城市、智慧机场、智慧核电、智慧高铁四大领域 

（1）智慧城市：公司是安防行业中的视频监控解决方案提供商，一直以来，公司重视产品在政府安防等

领域的行业推广。经过多年积累，公司的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及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应急指挥等

系 统。公司研发的视频分发系统、编解码系统、视频监控平台整体解决方案、社会图像资源整合系统等

均为安防领域产品。 

（2）智慧高铁：公司研发出的"物联网电力机车实时受电弓及电网监测系统"能够实现对在线式电网智能检

测（拉弧、火花、导高、拉出值等）、在线式受电弓智能检测（垂直水平位移、增减量智能检测等），具

备数据捕捉随动系统、传感联动系统（温湿度、压强、高速GPS、加速度等），拥有光源抑制与背景处理

算法的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对350公里/小时高速运行的电力机车进行信息跟踪。公司开创的国内乃至国际

在线式实时弓网检测的先河，该系统填补了我国的技术空白，摒弃了以往依靠人工巡线的传统检测方式，

实现了在线运营车量的实时准确检测，无需回库检查，解决了铁路运营中跨部门管理的盲点，可为高速动

态列车安全运营保驾护航。公司是业内第一家成功通过CNAS测试的方案提供商，公司以技术领先避免市

场上无序的恶性竞争，将有效锁定持续稳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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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核电：公司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核供应商资质的高科技公司，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系统技术，有效满足了我国核设施对物联网技术方案系统的需求。公司核电产品实物保护系统主要应用于

民用核电站和军用核设施中对控制区、保护区、要害区的运营安保工作，对非法入侵有效的弹出、见识、

报警及延迟是核设施最重要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公司2015 年已经中标了福清核电站3、4 号机组是实物

保护系统；中标了系列军用核设施的实物保护系统。 

（4）智慧机场：公司对航空港建设中的围界、行李、信息发布、物联网可视化电梯安全系统、登机桥改

造、摆渡车可视化定位、智慧客机入港泊位系统、智能化视频分析系统、值机柜台智能分析系统等进行了

行业定制和研发，其中智慧廊桥和物联网可视化电梯管理系统已经在首都机场集团立项，进入了2016 年

的官方科研和生产计划。同时，公司成功收购中航机场设备49%的股权以及中航机场设备公司之股东北京

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的40%股权，对于公司智慧机场建设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2.1.3 经典案例：社会图像资源整合系统实现警务监控无盲点 

目前各地公安部门会建设平安城市，建立满足重点场所安全监控需要的安防体系。同时，多数社会单

位都会建设视频监控系统。但是各社会单位的监控系统都相对独立，只在本单位内独立使用，造成资源的

浪费。为了节省社会资源，满足公安系统对前端视频资源的需要，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致生联发采

用资源整合方式，建立了社会图像资源整合系统，实现从社会单位已建视频监控系统中获取视频资源，将

资源有选择性进行上传，满足公安系统的需要。  
图表 2 社会图像整合系统层级图 

 
数据来源：广证恒生 
社会单位的视频监控系统具有接入方式多、种类多、产品涉及厂家多的特点，每一家社会单位均有自己的

特点，整合系统在设计上采用资源旁路接入方式，不改变原有系统架构、接入方式和工作方式。同时为保证社
会单位的隐私，采用图像资源选择性上传，对单位的私密图像资源予以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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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社会图像整合系统应用模式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广证恒生 

以北京市朝阳分局为例，通过对接每个社会单位实现对其任意图像信号的调用，同时在信通处、勤务

处、治安支队、内保支队、刑侦支队及50个派出所分别建立指挥中心，构建一套资源统一管理、共享应用

的系统。此外，充分利用已建设的朝阳区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公安专项平台的功能，建立边界系统，将新建

平台与原有公安专项平台实现16路模拟视频通道对接，通过原有公安专项平台实现到市公安局、朝阳区区

级共享平台等其它平台的资源应用。由于采用了大量最新技术及自主研发的新体系平台进行支撑，该系统

比传统系统造价低、建设周期短、使用费用低，费效比相对传统系统提升50倍以上。 

 

2.2 重视技术研发，视频压缩技术领先 

公司一直致力于流媒体技术与产品的持续研发，保持了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公司“玉枢”系统产品

曾是国内唯一可以实现3G单卡在小于230kbps且波动的上传带宽条件下，利用3G网络传输D1级全帧流媒体

图像的大规模部署的实用系统。“玉枢”系统输出标准H.264格式流媒体图像，自主独创的“玉枢编码系

统”和“玉枢视频分发系统”核心技术保障了玉枢无线视频监控系统综合性能领先于国内、外为数不多的

类似产品。目前，公司的玉枢系统传输D1格式全帧传输需要200-300kbps的上传带宽，而国内外同行业的厂

商则大约需要1500-2000kbps的上传带宽。在国内，数据传输运营商按带宽占用量收取流量费用，即带宽占

用越宽，用户缴费额度越大。对用户而言，玉枢产品的使用费用仅为同类产品的五分之一。同时，存储空

间耗费物理资源，即文件越大占用资源越大，玉枢产品的费效比高于同类产品，上述技术优势大幅节省了

客户的运营成本。 
图表 4 公司和子公司已获得的专利技术一览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1 窄带高清视频监控仪 201220370274.6 
2 可视化消防监控仪 201220370271.2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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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研发投入使得公司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2014 年公司的《多源视频图像资源整合系统研究与示

范应用》项目获批成为北京市重大科技专项；《玉枢三维 GIS 可视化综合安全管理系统》在 2014 年列为

北京市朝阳区科技计划，并在 2015 年列入了国家“火炬计划”；公司的《基于图像处理的智能交通视频

监控信息采集平台》、《基于手机平台视频采集处理系统》与《智能视频监控信息采集平台》三个产品荣

获 2015 年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称号。 
图表 5 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所使用的主要技术一览表 

序号 技术 

1 视音频编解码算法技术 
2 无线网络传输与视频分发技术 
3 视频稳像技术 

4 多线程、跨平台兼容技术 
5 人脸识别技术 
6 云视频海量数据库技术 

7 海量视频摘要与检索技术 
8 应急联动控制技术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广证恒生 

2016 年 5 月，致生联发与清华大学携手共同成立“清华大学—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物联网

遥感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将集中在海洋生命科学、国土资源、防灾减灾、军民融合、智慧城

市五大产业领域，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为致生联发打造了又一个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

相结合的新蓝海，依托清华大学核心科研团队的理论技术优势，结合致生联发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模式下强大的产品转化能力以及资源整合能力，致生联发将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模式，构建全国

领先的基于非结构化大数据的物联网平台。 

2.3 优质的战略合作伙伴提升公司资源整合能力 

优秀的战略合作伙伴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致生联发主要战略合作伙伴包括清华大学、华

北电力大学、航天科工二院二 0 七所、七 0 六所、INTEL(中国)、北京市安防协会、中科院声学所及自动

化所、中国智慧城市投资联合体、海康威视（002415）等，这些战略合作伙伴为公司的资金、研发、理论

技术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支持。 
图表 6 致生联发主要战略合作伙伴 

                   

                            
                                       

数据来源：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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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联通北京公司是朝阳区应急体系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在与中国联通合作的时间里共同担负

了维稳、火灾、爆炸、中超等所有应急突发事件的图像监控工作。 

2014 年，公司和中科曙光合作，在包头、盘锦、哈尔滨、河南局部部署了基于非结构化大数据的物联

网系统的“建筑工地雾霾监控系统”，同时和 INTEL(中国)合作，对单位面积的雾霾生成和溯源方面进行

了专项研发。 

2015 年 7 月，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给予致生联发综合授信额度 2 亿元人民币，北

京银行将全力支持公司以并购、重组为驱动，做大做强物联网和大数据产业。 

2016 年 2 月，致生联发与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 O 七所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 “物

联网智能光电大数据实验室”。双方将借助各自优势，共同应对在物联网领域安防、智慧空港、军用设施

等行业的应用需求，开展光电监控跟踪、智能非结构化数据解析、三维可视化、大数据挖掘研究等，共同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平台性技术体系。 

2016 年 5 月，致生联发与海康威视（股票代码 002415）签署了《深度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科研、

市场、服务等环节上配合默契，互补性强，双方一致同意就机场、高铁、核电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双方

将很快成立联合研发实验室，快速整合科研成果和资源并使其商品化。 

2.4 借力资本实现快速发展 

融资方面，致生联发挂牌以来合计融资4次，累计融资规模达到4.84亿，吸引了天弘基金、 嘉实基金、 

工银瑞信、 建信基金等知名机构，募资有效支撑了公司的长远发展。 

图表 7致生联发发行股票融资情况一览表 

发行方案公告时间 新引入股东 公司估值（万） 募集金额(万） 募集资金用途 

 
 
2015 年 6 月 9 日 

北京望京科
技孵化服务
有限公司等 

 
 

 
 

33083.08 

 
 

3179.08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支
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主要用
于公司的扩大业务规模、新产品
开发等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 

 
 
2015 年 7 月 15 日 

天弘基金、 

嘉实基金、 

工银瑞信等 

 
 

97455.07 

 
 

28315.15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支
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主要用
于公司的扩大业务规模、新产品
开发等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嘉兴创赢贰
号投资、建
信基金等 

 
154485.2 

 
5355.36 

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收
购，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016 年 4 月 12 日 

中证万通２
号资产管理
计划等 

 
170053.23 

 
11632.97 

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
的收购，并开拓公司在智慧城市
建设领域的业务，增强公司盈利
能力。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证恒生 

2015年8月，公司收购了北京致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时增资1000万元，其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将从资本领域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持续的助力。北京致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秉承公司在物联网、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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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领域具有的优势及影响力，与优秀的基金公司进行合作，发掘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投

资项目，以合作基金的模式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为公司的业务发展、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公司未来

的盈利能力。 

2015年12月，公司收购了中航机场设备有限公司49%股权，此次收购标志着致生联发“智慧空港”板

块完成奠基，公司成功收购“中航机场设备有限公司”后，“联合实验室”的研发成果将会很快落地，对

“智慧空港”体系形成有力支撑。 

2016年1月，公司将在香港成立致生联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0.129万美元，投资总额为1290

万美元，致生联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设立将拓展公司的海外业务，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和业绩。 

2016年3月，公司收购了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博维航空60%股权，致生联发持有博维航空40%股权，博维航空成为了“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公司，

致生联发开始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全、绿色、智慧的空港，公司在智慧空港领域内积累的一系列物联网整体

解决方案将迅速落地应用，并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图表 8致生联发投资并购情况一览表 

并购时间 并购内容 并购目的 

2015 年 8 月 收购北京致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撬动社会资金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015年12月 收购中航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49%股权 打造“智慧空港”体系 
2016 年 1 月 投资成立致生联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拓展公司的海外业务 

2016 年 3 月 收购博维航空 40%股权 建设智慧空港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证恒生 

 

公司2015年、2014年及2013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8594.60万元、12110.56万元、5975.37万元，由于公司

加大了物联网产品的销售力度，201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达136.1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为4025.49万元、1443.34万元、460.43万元，2015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达178.90%。 
图表 9 致生联发近年财务数据概览 

报告期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营业总收入（万元） 28594.60  12110.56  5975.37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136.11  102.67   
归母净利润（万元） 4025.49  1443.34  460.43  

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178.90  213.48   

资产负债率（%） 10.39  57.28  32.01  
净资产收益率（%） 14.26  24.97   
销售毛利率（%） 22.45  23.84  30.13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3、财务数据：营收和净利连续 2 年翻番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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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致生联发 2013-2015 年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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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4.1 深耕“智慧”产业，拥抱“互联网+” 

“智慧”产业代表着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公司一方面将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在物联网整体解决

方案设计中的经验深耕智慧安防、智慧高铁、智慧核电、智慧空港等产业，同时，公司将紧扣“互联网+”

新经济形态，在不断完善解决方案和产品的同时利用现有行业大客户平台，通过为智慧安防、智慧高铁、

智慧核电、智慧空港等行业领域中的大客户提供定制产品等方式，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公司的盈

利能力。 

4.2 坚持技术领先和资本驱动“双引擎”战略 

领先行业的技术优势和深耕行业的资本驱动模式不仅仅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公司一直坚持

的战略。在未来发展中，公司亦将本着技术领先和资本驱动“双引擎”相结合的原则，以提高核心竞争力

和经济效益为发展目标，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与国内外上下游同类企业

间开展贸易及技术的多层次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 

 

公司的主营业务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核电、环保等行业，如果上述行业需求下降将给公司的生产经

营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如果在新技术、新产品发展方向上发生选择偏差，也会对公司的持续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 

5、风险提示 

4、战略规划：“技术+资本”双轮驱动促进公司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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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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已推出了周报、月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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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证恒生总经理、首席研究官）：从事证券研究逾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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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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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组建业内首个新三板研究团队，创建知名研究品牌“新三板研究极客”。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团队长，副首席分析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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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证券研究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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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研究副团队长，副首席分析师，教育行业研究负责人）：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硕士，

6 年证券研究经验，2013 年获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通信行业第一名，对 TMT 行业发展及公司研究

有独到心得与积累。 

陈晓敏（新三板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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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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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大数据专题基础篇、行业

篇等系列深度报告，重点研究大数据产业链、精准营销、大数据征信等细分领域。 

黄莞（新三板教育行业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负责教

育领域研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林全（新三板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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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斌（新三板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能源材料博士，发表多篇 SCI、

EI 论文并拥有多项授权发明专利，拥有丰富实业从业经验，对新能源和新材料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陆彬彬（新三板主题策略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硕士，负责新三板市场政策等领域研

究。 

联系我们 
邮箱：lubinbi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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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销售团队： 

区域 姓名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华北机构
销售 

王微娜 (86)18611399211 wangwn@gzgzhs.com.cn 

张岚 (86)18601241803 zhanglan@gzgzhs.com.cn 

褚颖 (86)13552097069 chuy@gzgzhs.com.cn 

李婉秋 (86) 18611153323 liwq_a@gzgzhs.com.cn 

上海机构
销售 

王静 (86)18930391061 wjing@gzgzhs.com.cn 

广深机构
销售 

步娜娜 (86)18320711987 bunn@gzgzhs.com.cn 

廖敏华 (86) 13632368942 liaomh@gzgzhs.com.cn 

吴昊 (86)15818106172 wuhao@gzgzhs.com.cn 

战略与拓
展部 

李文晖 (86)13632319881 liwh@gzgzhs.com.cn 

姚澍 (86)15899972126 yaoshu@gzg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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