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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广东三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盟科技”，证券代码：839136.OC），是一家专

注于教育行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云计算、大数据、智慧教学的软硬件厂商及整体解决方案供

应商。三盟科技紧扣我国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在云计算应用、大数据应用、信息网络建设、

新型信息化人才培养和信息安全五个领域，融合行业内最前沿的技术和产品，为广大用户开

发出量身定制、充分满足需求的创新型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信息化带来的价值，助

力我国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提升。 

三盟科技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截至 2017 年 1 月 5 日，公司总股本

6250 万股。 

 
 

【公司亮点】 

1. 精准定位，做“创新性、差异化、有价值”产品 

公司创始人和团队深耕教育行业多年，清楚市场痛点和需求，三盟科技秉持“让用户享

受专业”的经营理念，专研教育场景，将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行业实际应用场景相

结合，进行场景化创新，有针对性的实现差异化，为高校量身定制可落地的解决方案，能精

准抓住用户需求，从而打造创新性、差异化、有价值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得到了广大用户和

行业厂家的深度认可与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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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纵向深挖、横向扩张，高速跨越式增长 

三盟科技专注于教育行业，在业务模块上，除了云计算业务，也逐渐拓展出智慧课室业

务、大数据业务、移动教学业务，来满足高校用户的需求，深挖纵向领域；同时，三盟科技

也开始在横向扩张，公司立足广州，辐射全国，目前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四川、山

西、陕西、江苏、福建等地共成立了 27 个分公司，覆盖高校客户 2569 所，高校覆盖率高达

90%，服务辐射全国，市场发展势如破竹。凭借横纵并行发展模式，公司自 2013 年起，连续

三年实现高速跨越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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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优势领先、创新实力雄厚 

技术团队人才优势明显。公司共有员工 500 人，大学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98%，技术团队

超过 300 人；且技能型人才覆盖范围广，其中云计算技术 VCP 专家 50 人，云计算、信息安

全专家 36 人，大数据专家 32 人，存储、服务器专家 42 人，在线教育专家 25 人，高级项目

经理/项目经理 35 人，ITILv3 运维专家 15 人；同时，公司拥有实力雄厚的顾问团队支持，人

员主要由硅谷和全国 985/211 高校信息化专家 20 余人组成。 

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强劲。发展至今三盟科技先后创办三盟广州研究院、三盟硅谷研究院、

上海研发中心、三盟科技北京研发中心四支研发团队，旨在引大数据领先技术，创教育信息

化优质品质。目前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教育领域拥有八大解决方案、十大系列自研

产品，拥有 22 项自主知识产权、11 项专利申请（含 6 项发明专利）、3 项授权专利、20 余项

软件著作权。另外，公司获“广东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省级国家资质认

可和广州市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专项支持；并荣获“2015 中国智慧教育创新奖”、“2016 年度教

育大数据领导品牌”金 i 奖、“2016 年广州创新百强企业”奖、“2016 中国大数据企业 50 强”

等多项荣誉。 

【持股股东】 

截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三盟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是王喜英，持股比例 35.54%。机构股

东有西藏众盟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广兴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

藏合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12.29%、9.39%、8.65%。 

表 2 公司股东持股明细（截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王喜英 2221.00 35.54 % 

黄智勇 1450.00 23.20 % 

西藏众盟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8.00 12.29 % 

陈国镇 683.64 10.94 % 

西藏广兴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6.83 9.39% 

西藏合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53 8.65% 

合计 6250.00 100.00%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财务数据透视】 

由于公司发展战略准确清晰，战术专注集聚，三盟科技自 2013 年起，连续三年实现高速

跨越式增长，三年销售额分别为：0.8 亿、1.6 亿、3 亿。2016 年，市场拓展发展迅速而稳定，

分公司也实现了业绩突破，成绩斐然；公司的整体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超过 200%的

增长。三盟科技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 亿元，同比增长 52.72%。公司同期实现归母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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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1600.87 万元，同比增长 1601%。  

图表 3 2015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72% 图表 4 2015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601%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公司的主营业务分为云计算、智慧课室、网络系统集成。根据 2015 年年报，细分来看，

云计算业务的增长最为明显，占比显著提高，2014 年、2015 年云计算业务收入分别为 1,083.80

万元、6,918.85 万元，占比分别为 11.99%，50.32%。公司的网络系统集成业务和云计算业务

在 2015 年都实现了毛利大幅度率增长，得益于公司成本端的和销售端控制得当。2014 年、

2015年的网络系统集成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1.99%、38.23%，云计算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0.47%、

42.52%，公司整体毛利率大幅提升，分别为 15.57%、41.88%。 

图表 5 三盟科技 2015 年报主营业务构成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 2014 年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网络系统集成 5,813.65 42.28% 38.23% 7,363.53 81.49%  11.99% 

云计算 6,918.85 50.32% 42.52% 1,083.80 11.99% 10.47% 

智慧课室 489.29 3.56% 36.82%  - - - 

其他 528.84 3.85% 78.29% 588.72 6.52% 69.84% 

合计 13,750.63 100.00% 41.88% 9,036.05 100.00% 15.5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广证恒生 

【点评】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与装备在高校的广泛应用，高校信息化已进入到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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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阶段。三盟科技紧扣我国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专注于教育行业，致力于利用先进技术与

客户应用场景的融合，业务涵盖云计算、智慧教学及大数据等多项先进的技术领域，为客户

定制研发创新和差异化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公司立足广东，服务辐射全国。横纵并行，实现

高速跨越式增长，发展势如破竹，是国内教育信息化建设领先品牌。 

 

 

 

数据支持：张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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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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也娜（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员）：金融硕士，中山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士，3 年

软件行业从业经验，对计算机、通信、互联网等相关领域有深刻理解和敏锐观察，2016 年

加入广证恒生，从事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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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gua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1176 

mailto:huangguan@gzg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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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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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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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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