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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行业：大数据等三大行业“十三五”规划发布，信息产业收入将

破 26 万亿； 
互联网金融：富士康上线消费分期平台富金富； 
车联网：Uber 推出交通数据共享网站 Movement； 
人工智能：马逊秘密收购 AI 初创公司 harvest.ai；饿了么跟阿里云

联合研发，用人工智能送外卖； 
云计算：销售易获 2.8 亿元 D 轮融资，发力 CRM 行业解决方案 
智能穿戴：时尚腕表集团 Fossil 坚定发力混合型手表； 
5G:AT&T 测试 5G 网络，每秒 14GB。 

【企业动态】 
业绩预增：中呼科技（831557）、随锐科技(835990)、创识科技

（832953）、三网科技（430457）、广新信息（831813）、博雅科技
（430082）、欣智恒（833024）、佳音王（831491）发布业绩预增公
报； 
资质及品牌：大汉三通（430237）、天劲股份（831437）获知名品

牌认证、怡钛积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瑞可达（831274）获
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基康仪器（830879）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市场动态】 
整体：双周 TMT 行业总成交额为 32.44 亿元，环比下降 23.65%；

总交易量为 4.85 亿股，环比下降 12.21%。子版块中涨幅居前为半导
体产品与半导体设备、无线电信服务Ⅲ及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
分别上涨 6.23%、4.58%及 3.16%，跌幅靠前的子行业为电脑与外围
设备、多元电信服务及办公电子设备Ⅲ，分别下跌 3.18%、2.62%及
1.5%。 

做市转让：1 月第二、第三双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做市企
业中 407 家发生交易，总成交量为 23718.47 万股，较上两周环比下
降 11.36%，总成交金额为 13.08 亿元，环比下降 32.46%，占互联网
传媒行业总成交额的 40.33%，东方网（834678.OC）拔得头筹。 

协议转让：1 月第二、第三双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协议转
让企业中 312 家发生交易，总成交量 24751.65 万股，较上两周环比
下降 13.01%，总成交金额 19.36 亿元，环比下降 16.26%。淳中科技
（834801.OC）位居第一。 
【挂牌企业】 

新增挂牌：1 月第二、第三双周新增挂牌企业 58 家，同比增长
152.17%，其中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新增挂
牌企业位居前三，分别为 15 家、13 家、10 家。； 

新增做市：8 家企业由做市转让变为协议转让，1 家企业由协议
转让转变为做市转让 

融资：59 家公司董事会通过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 15.10
亿元，环比下降 28.50%。 
【并购】 

一级市场：据新芽不完全统计，1 月第二、第三双周 TMT 一级
市场投资热点在电子商务及文化传媒，金融创新与资产管理同样受
热捧，与上周基本一致。 

新三板市场：1 月第二、第三双周，互联网传媒领域共发生 4
起主板投资并购新三板事件，为跨境通（002640.SZ）增资跨境翼
（838774.OC）北京科锐（002350.SZ）认购合众慧能（838155.OC），
金亚科技（300028.SZ）收购卓影科技（833894.OC）及神州信息
（000555.SZ）收购华苏科技（831180.OC）少数股东权益。 
【双周策略】——Pre-IPO 数据跟踪 

双周期间发布上市辅导备案提示性公告企业有 3 家，为固德威
（835209.OC）、美斯特（836431.OC）及掌游天下（836014.OC），
无企业将注册地迁往 IPO 政策支持地区企业。 

 

 

互联网及传媒行业双周交易信息 
指标 前两周交易 
总市值（亿元） 8,335.79 
成交金额（亿元） 32.44 
成交数量（亿股） 4.85 
挂牌公司数量 3342 

 
新三板产品 
1、金麟榜 
2、调研最前线 
3、新三板点将台 

 
相关报告 

1、云计算系列专题：CDN 风起云涌，
第三方 CDN 迎风起舞 
2、《腾云起驾，把握云计算黄金十年》 
3、【Pre-IPO 极客优选】优中选优，7
家 TMT Pre-IPO 企业不容错过 

 
广证恒生 

做中国新三板研究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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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动态 

我们选择Wind一级行业分类中的Wind信息技术、Wind电信服务及二级行业分类中Wind

媒体Ⅱ作为 TMT 行业股票池。截止 2017 年 1 月 21 日，TMT 领域新三板挂牌企业总计 3342

家，其中 563 家做市转让，2866 家协议转让，365 家隶属创新层。其中 11 大 Wind 三级板块

中，我们将联网软件与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及电脑与外围设备视为计算机领域；半导

体产品与半导体设备，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办公电子设备Ⅲ视为电子领域；通信设备Ⅲ，

多元电信服务及无线电信业务Ⅲ视为通信领域。 

1.1 行业动态 

图表 1 1 月第二、第三双周 TMT 行业动态一览 

 事件 
计算
机 

富士康上线消费分期平台富金富：目前，富金富上线的产品有现金贷和基于平台的消费贷，平均
借款额度在 5000 元左右，借款利率根据实际客群风险定价，最低为每月 1.03%，目前针对员工内
部开放，特定的非富士康员工也可以申请。2017 年公司将正式推出小额现金贷产品以及互联网理
财平台。 
大数据等三大行业“十三五”规划发布，信息产业收入将破 26 万亿：1 月 17 日，工信部与发改
委联合发布的《信息产业发展指南》(下称指南)提出，“十三五”时期，中国的信息产业收入将达
到 26.2 万亿。1 月 17 日，工信部还先后印发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三大规划(下
称大数据规划、软信规划和信通规划)。 
Uber 推出交通数据共享网站 Movement：Uber 推出了 Movement 网站，该网站将陆续公布 Uber
开展业务城市的交通数据，为管理部门通过分析详细的历史交通数据，评估道路交通改善的情况、
为规划新的交通路线提供参考 
马逊秘密收购 AI 初创公司 harvest.ai：亚马逊的 AWS 部门已经悄悄地以 19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
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harvest.ai，亚马逊并没有公开透露收购的消息。harvest.ai 位于美国圣地亚哥，
创始团队中有两名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员工。该公司使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来分析公司关键 IP
上的用户行为，以便在重要的客户数据可以刷新之前识别和停止有针对性的攻击 
饿了么跟阿里云联合研发，用人工智能送外卖：1月 11 日，阿里云在大数据平台数加一周年分享
会上透露，阿里云已同饿了么合作研发出人工智能 ET 新调度引擎，正全面推行到外卖送餐领域。 
销售易获 2.8 亿元 D 轮融资，发力 CRM 行业解决方案：销售易对外宣布，已于今年 1 月完成 2.8
亿元人民币的 D 轮融资，由腾讯领投，红杉资本、经纬中国、真格基金跟投。 

电子 时尚腕表集团 Fossil 坚定发力混合型手表：时尚腕表集团 Fossil 宣布将在 2017 年推出 300 款可穿
戴设备，包括手环和手表。 
快递柜运营商丰巢科技宣布获得 25 亿元 A 轮融资：国内智能快递柜丰巢科技宣布完成 25 亿元 A
轮融资，由鼎晖领投，国开、钟鼎、熠遥跟投。 

通信 AT&T 测试 5G 网络，每秒 14GB：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的 5G 无线技术近日在实验室测试中
达到了每秒 14GB 的速度，AT&T 计划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为家庭用户提供 Direc TV Now 视频服
务。 

传媒 今日头条开放外链给创作者：头条在近日宣布要扶持独立音乐人了，还计划通过举行一档名为“中
国新唱将”的线上音乐视频选秀活动来打入音乐产业，将面向社会征集演唱视频，选出优秀音乐
人。此外，今日头条还在全国 20 多座城市设有合作录音棚，也会在高校举办线下的音乐活动以挖
掘新人或安排独立音乐人的校园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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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36 氪、虎嗅网、广证恒生 

1.2 重点公司动态 

我们选择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作为重点跟踪公司，1 月第二、第三双周重点公司动态如下。 

图表 2 1 月第二、第三双周 TMT 企业动态一览 

 公司 公告 
计算机 远方动力

（831501） 
远方动力以 112.2 万元出售北京太阳能电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11%股权，交易对手方
为北京汇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呼科技
（831557） 

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 年公司有望实现营业收入 11000 万元，同比增长
46.71%，实现规母净利润约 4200 万元，同比增长 39.16% 

随锐科技
(835990) 

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30,000 万元至 33,000 万
元，同比增长 72.16%-89.38%，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060 万元至 3,600 万
元，同比增长 259.17%-322.56%。 

创识科技
（832953） 

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年公司有望实现营业收入14950万元，同比增长20%，
实现规母净利润约 4300 万元，同比增长 33% 

瑞聚股份
（831072） 

公司入围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服务外包框架 13 个标包 

鹏信科技
（833029） 

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基于通信新技术融合互联网+
治理不良语音我要静静解决方案》项目成功入选工信部 2016 年电信和互联网行业
网络安全试点示范项目 

领信股份
（831129） 

公司受济南济北管委会委托承担创业园区管理平台建设及软硬件开发部署，涉及
金额 600 万元 

三网科技
（430457） 

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 年公司有望实现营业收入 7040 万元，同比增长
17.57%，实现规母净利润约 650 万元，同比增长 91.74% 

广新信息
（831813） 

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2000万元至13000万元，
同比增长 201.90%-225.12%，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800.00-2,100.00 万元，
同比增长 21.91%-34.11%。 

博雅科技
（430082） 

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39,000.00-42,000.00 万
元，同比增长 40.30%-51.99%，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000-1100 万元，同比
增长 66.56%-94.32%。 

欣智恒
（833024） 

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6,300 万元-17,300 万，
同比增长 36.23%-44.59%，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600-1800 万元，同比增长
36.50%-53.57%。 

电子 瑞可达
（831274） 

公司子公司四川瑞可达连接系统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佳音王
（831491） 

1 月 18 日公司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佳音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
议案》，以 10%股权激励不超过 35 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经公司认
定的核心员工，价格为 3.9 元/股。 
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6 年公司有望实现营业收入 16458 万元，同比增长 74.12%，
实现规母净利润约 1780 万元，同比增长 69.33% 

天劲股份
（831437） 

公司生产的“TEAMGIANT”牌蓄电池（铅酸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编号：
GD2016-071）被授予“2016 年度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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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跃科技
（430675） 

2017 年 1 月 18 日成功中标浙商银行西安分行新大楼弱电工程招标项目，金额为
1088.12 万元 

怡钛积 收到由深圳市南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基康仪器
（830879） 

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沈省三参与完成的“复杂水工混凝土结构服役性
态诊断技术与实践”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上达电子
（836298） 

收到了由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深圳市重点工业企业扩产增效奖励
项目的补贴款 100 万元 

通信 亚成微
（430552） 

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1 项《发明专利证书》和 5 项《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 

大汉三通
（430237） 

上海大汉三通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汉三通”）荣获服务类“2016 年度
上海名牌” 

传媒 新媒诚品
（834522） 

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挂牌申请受理通知书 

中钜铖
（834192） 

于近期收到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
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1611000157，发证时
间：2016 年 12 月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证恒生 

2、市场表现：板块交易额 32.44 亿元，环比下降 23.65% 

2.1 板块涨跌幅：总成交额为 32.44 亿元，环比下降 23.65% 

1 月第二、第三双周 TMT 行业总成交额为 32.44 亿元，环比下降 23.65%；总交易量为

4.85 亿股，环比下降 12.21%。子版块中涨幅居前为半导体产品与半导体设备、无线电信服务

Ⅲ及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分别上涨 6.23%、4.58%及 3.16%，跌幅靠前的子行业为电脑与

外围设备、多元电信服务及办公电子设备Ⅲ，分别下跌 3.18%、2.62%及 1.5%。 

图表 3 双周板块涨幅居前的子行业为信息技术服务、媒体Ⅲ及半导体产品与半导体设备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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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做市转让：交易额 13.08 亿元，环比下降 32.46% 

1 月第二、第三双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做市企业中 407 家发生交易，总成交量为

23718.47 万股，较上两周环比下降 11.36%，总成交金额为 13.08 亿元，环比下降 32.46%，占

互联网传媒行业总成交额的 40.33%。1 月第二、第三双周成交额排名第一的公司为东方网

（834678.OC），公司双周成交量为 5470.5 万股，成交额为 16707.12 万元。 

图表 4 做市转让企业中麟龙股份成交额位居第一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成交量 
（万股） 

周成交额 
（万元） 

涨跌幅 
（%） 

换手率 
（%） 

PE 
（TTM） 

1 834678.OC 东方网 5470.5 16707.12  9.33  8.66  170.81  
2 830819.OC 致生联发 1014.9 5686.88  (5.84) 3.61  22.13  

3 834195.OC 华清飞扬 288 5282.97  (2.32) 5.73  19.14  
4 430120.OC 金润科技 333.3081 4933.21  6.60  5.76  42.82  
5 430088.OC 七维航测 280.3 4440.71  (8.58) 5.92  18.12  
6 833897.OC 心动网络 318.8 4388.71  4.93  3.53  102.99  
7 832950.OC 益盟股份 307.8 4192.87  (0.74) 0.80  27.77  
8 430338.OC 银音科技 760.916 3829.27  6.73  9.94  19.87  
9 832571.OC 点击网络 679.92 3619.58  (3.74) 8.98  22.48  

10 430237.OC 大汉三通 317.75 3565.31  13.40  6.16  27.56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2.3 协议转让：交易额 19.36 亿元，环比下降 16.26% 

1 月第二、第三双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协议转让企业中 312 家发生交易，总成交量

24751.65 万股，较上两周环比下降 13.01%，总成交金额 19.36 亿元，环比下降 16.26%。其中，

淳中科技（834801.OC）成交量 649.50 万股，成交额达 15350.29 万元，居于协议转让公司首

位。 

图表 5 协议转让企业中汇量科技成交额位居第一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 成 交 量

（万股） 
周成交额（万
元） 

涨 跌 幅
（%） 

换 手 率
（%） 

PE（TTM） 

1 834801.OC 淳中科技 649.50  15350.29  24.46  22.61  23.83  
2 834102.OC 电联股份 2517.90  10831.61  3.15  10.13  6.99  

3 834869.OC 智臻智能 132.44  8745.42  0.00  9.85  (47.80) 
4 835713.OC 天阳科技 465.60  7996.59  1.69  6.34  53.37  
5 834448.OC 遥望网络 262.40  7303.17  0.00  13.72  27.16  
6 836638.OC 爱尚鲜花 753.83  6777.58  0.00  34.08  (11.72) 
7 838867.OC 中科华联 709.86  6382.12  (2.60) 16.20  33.38  
8 831392.OC 天迈科技 207.47  5306.35  0.60  6.82  36.46  
9 831688.OC 山大地纬 267.90  4292.34  0.56  3.75  32.72  

10 833377.OC 童石网络 192.10  4003.66  (16.07) 3.97  98.91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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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挂牌企业：新增挂牌企业 23 家，45 家发布定增预案 

3.1 挂牌：新增挂牌企业 58 家，同比增长 152.17% 

1 月第二、第三双周新增挂牌企业 58 家，同比增长 152.17%，其中电子设备、仪器和元

件，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新增挂牌企业位居前三，分别为 15 家、13 家、10 家。  

图表 6 新增挂牌企业主要分布于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3.2 做市：8 家由做市转为协议，1 家由协议转为做市 

1 月第二、第三双周 8 家企业由做市转让变为协议转让，1 家企业由协议转让转变为做市

转让，新增做市企业 1 家，是科致电气（831595.OC）。 

图表 7 新增做市企业 1 家 
代码 简称 所属分层 做市首日 做市商 主营产品 

831595.OC 科致电气 基础层 2017-01-09 东兴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华龙证券,九州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长江证
券 

地铁系统集成、汽车行
业系统集成、水处理行
业、冶金行业系统集
成、油漆和粉末喷涂行
业系统集成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3.3 融资：59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预计融资 15.10 亿元 

上两周新三板互联网传媒板块共有59家公司董事会通过定增预案，预计融资金额达15.10

亿元，环比下降 28.50%。其中大地院线（837015.OC）发行 285.00 万股，筹集 23655.00 万元，

汇生通（835610.OC）发行 1200.00 万股，筹集 18456.00 万元，国路安（833237.OC）发行 757.00

万股，筹集 9841.00 万元位居前三。 

图表 8  44 家公司公布定增预案，海翼股份（839473.OC）募资 3.3 亿位居首位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增发数量： 募集资金： 增发价格 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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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万元 
1 837015.OC 大地院线 285.00  23655.00  83.00  0.00  
2 835610.OC 汇生通 1200.00  18456.00  15.38  0.00  

3 833237.OC 国路安 757.00  9841.00  13.00  9.75  
4 837265.OC 众荟信息 464.77  8495.98  18.28  17.28  
5 837639.OC 星座魔山 227.00  8031.26  35.38  35.38  
6 834647.OC 若羽臣 833.33  8000.00  9.60  0.00  
7 838397.OC 道森媒体 200.00  6000.00  30.00  30.00  
8 838774.OC 跨境翼 303.65  5080.00  16.73  0.00  
9 832757.OC 景安网络 568.64  4605.98  8.10  0.00  

10 836506.OC 协能科技 175.16  4499.94  25.69  0.00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4、并购：一级市场投资热点在企业服务、互联网金融及文化传媒 

4.1 一级市场投资投资热点在电子商务、文化传媒及互联网金融 

据新芽不完全统计，1月第二、第三双周TMT一级市场投资热点在电子商务及文化传媒，

金融创新与资产管理同样受热捧，与上周基本一致。 

图表 9  1 月第二、第三双周 TMT 一级市场投资集中电子商务与文化传媒 

 

数据来源：新芽，广证恒生 

4.2 并购：4 起主板投资新三板 

1 月第二、第三双周，互联网传媒领域共发生 4 起主板投资并购新三板事件，为跨境通

（002640.SZ）以现金 2,000 万元增资跨境翼（838774.OC）北京科锐（002350.SZ）以 2889.6

万元认购合众慧能（838155.OC）20%股权，金亚科技（300028.SZ）以 60,000.00 万元收购卓

影科技（833894.OC）及神州信息（000555.SZ）以 406.64 万元收购华苏科技（831180.OC）

少数股东权益（0.34%）实现 100%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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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双周内楚天高速（600035.SH）收购三木智能（837418.OC），中科电气（300035.SZ）

收购星城石墨（831086.OC）， 光韵达（300227.SZ）收购金东唐（831089.OC）获证监会批

准，摩登大道（002656.SZ）收购悦然心动（835625.OC）获并购重组委批准。 

图表 10 1 月第二、第三双周共发生 1 起主板投资并购新三板事件 

代码 并购企业 被并购标的 涉及金额 
并购后
持股 并购类型 

002640.SZ 跨境通 跨境翼（838774.OC） 2,000.0000 24.37 行业整合 
002350.SZ 北京科锐 合众慧能（838155.OC） 2,889.6000 20.00 —— 
300028.SZ 金亚科技 卓影科技（833894.OC） 60000 100.00 横向整合 
000555.SZ 神州信息 华苏科技（831180.OC） 406.6445 98.94 —— 

数据来源：Choice、广证恒生 

5、Pre-IPO 数据跟踪：新三板 IPO 风起，投资正当时 

双周期间发布上市辅导备案提示性公告企业有 3 家，为 固德威（835209.OC）、美斯特

（836431.OC）及掌游天下（836014.OC），无企业将注册地迁往 IPO 政策支持地区企业。 

图表 11  双周发布辅导公告企业为 3 家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接受上市辅导公告

日期 
最新进
度 

交易状
态 

市盈率
（TTM
） 

现金状况
（中报）：万

元 
股东人数 

835209.OC 固德威 2017 年 1 月 16 日 辅导期 可交易 0.00  6885.98  11.00  

836431.OC 美斯特 2017 年 1 月 16 日 辅导期 可交易 6.87  3174.39  2.00  

836014.OC 掌游天下 2017 年 1 月 12 日 辅导期 可交易 0.02  12374.62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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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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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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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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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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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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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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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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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