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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三通是领先的移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受益于
流量业务的迅猛增长，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3 亿元，
同比增长 329.47%，归母净利润 5094.8 万元。 

【行业概况】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率提高，移动应用服务日趋丰富，移
动互联网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
兴业态层出不穷，推动着世界从“人人互联”向“物物互
联”迈进，流量成为支撑信息应用服务的血管和命脉，全国
每年流量市场规模达到 4000 亿。同时，智能生活契机涌
现，传统行业信息化不断探索，衍生出大量对融合通信的需
求，移动互联网行业融合通信服务前景广阔。 

【核心竞争力】 

（1）业务模式精准，市场定位清晰：公司率先明确了“移
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的市场定位，制定了精准的“在移
动互联网用户生命周期的每个转化节点上提供关键服务”的
业务模式，为智能社会到来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2）技术研发能力突出，不断创新形成“短信+流量+X”

的产品体系：公司拥有强大技术研发能力，所有运营平台拥
有完整的知识产权，2016 年公司研发费用达到 5160.21 万元，
占比营业收入 4.81%。同时公司提出“短信+流量+X”的产品
路线，不断创新延伸； 

（3）规模优势突出，渠道、客户资源和团队铸就行业领
先地位：通过 14 年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客户，与 26

个省市的三大运营商签订合作关系，与众多物流，互联网，电
商，O2O，金融等行业公司合作，团队规模达到 414 人。 

【战略规划】 

（1）继续保持快速，稳健的发展势头，争做行业领袖。
公司将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流量业务在全国各地的开展，提高
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2）推出 PAAS 云服务、大汉云通讯平台。2017 年，公
司将首次也是首家对外共享短信云运营平台，为战略客户提
供 PASS 云服务。云通讯平台方面，公司通过 PaaS、SaaS 等
形式为企事业客户提供语音外呼、智能 IVR、云客服、短信验
证、网络消息、物联网卡通讯等基础通讯能力。 

【财务预测】 

考虑到公司的流量业务将继续大幅度增加，短信业务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预计 2017 年和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为 19.44 亿和 29.89 亿，同比为 81.17%、53.77%，归母净利
润为 7658.5 万元和 10159.8 万元，同比为 50.32%和 32.66%。 

【风险提示】 

业务经营合作风险、技术开发风险。 

  

大汉三通公司数据 

收盘价（元）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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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市值（亿元） 9.12 

净资产（万元） 15113.75 

总资产（万元） 26720.97 

每股净资产（元）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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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概况 

上海大汉三通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汉三通”，证券代码：430237）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9 日，挂牌于 2013 年 7 月 4 日，属于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公司定位于移动互联网融

合通信服务商，采用“互联网+电信”模式，基于大数据平台和技术、探索物联网及大数据的信

息服务模式和业务，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平台，技术，手段，运用移动互联网思维，整合全国

乃至全球各地基础电信运营商的资源进行再开发，为客户在移动互联网生命周期的每个转化

节点上提供关键服务，从而为智能社会到来提供更多精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的主营业

务包括短信云平台服务和大汉流量银行，由于流量经营时代的快速发展，公司流量业务收入

构成正逐步上升。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公布 2016 年年报，2016 年公司流量业务继续迅猛增长，巩固了

公司在流量方面的行业龙头地位。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73 亿元，同比增长 329.47%，

归母净利润 5095 万元，同比增长 266.14%，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2. 行业概况 

2.1 移动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移动流量迎来需求大爆发 

移动互联网，就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起。近几年，移动通信和

互联网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两大业务。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率提高，移动

应用服务日趋丰富，移动互联网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根据 CNNIC 数据显示，2006 年，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在 1700 万左右，约占中国人口的 1%，到了 2015 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超

过 6 亿，约占中国人口的 45%，在这十年间，中国手机网民在人口中渗透率从 1%上升至 45%。

2015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达到 30794.6 亿人民币，增长 129.2%。预计到 2018 年，

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76547 亿元人民币。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证券研究报告 

第 4 页共 16 页 

证券研究报告 

新三板公司研究 
 

图表 1 2006 年与 2015 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对比 

 

数据来源：CNNIC，广证恒生 

同时，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4G 网络普及，以及基础运营商传统业务模式增长乏力等因

素共同推动流量经营时代到来。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超高增速，将占互联网流量主导。在 2012

年起，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 PC 互联网。根据 Zenith Media 的研究，2012 年，

移动互联网占互联网流量的 40%，2016 年达到 68%，到了 2017 年，此比例将达到 75%，移

动互联网流量占据主导地位。同时，2018 年 5G 将开始建设，2020 年 5G 将全面商用，一个

崭新的信息化时代即将到来。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兴业态层出不穷，推动着世界从“人

人互联”向“物物互联”迈进，任何设备的接入与连接都离不开流量。随着虚拟现实、移动

视频、物联网等高耗流应用日趋成熟，这些业务本身对数据流量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流量成

为支撑信息应用服务的血管和命脉，移动流量将迎来需求大爆发及指数级增长。 

根据工信部数据，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突破 360M，手机上网流量连续 10 月翻倍

增长。2015 年 10 月当月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4.2 亿，创历史新高。根据机构预测，2014 年

到 2019 年我国流量消费将增长 13 倍，复合增速为 67%。流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全国目前

每年流量市场规模约在 4000 亿左右，并且还在呈现高速增长。 

图表 2 2007-2015 年 PC 互联网用户量与移动互联网用户量 

 

数据来源：CNNIC，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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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移动互联网时代激发“融合通信”大发展 

移动互联网时代全面来临，其最典型的应用特征之一就是“融合通信”。面临着 OTT 业

务的快速发展，传统电信业语音、信息、数据等业务面临挑战，运营商加速进入全业务服务

和流量经营时代。“融合通信”一方面帮助传统运营商网络转型升级，帮助网络进行平滑的

演进以及智能运维；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用户的体验度，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 OTT 业务的挑

战。因此，运营商可以利用“融合通信”提供全方位通信服务，满足用户个性需求，创新业

务结构，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业务入口，促使运营商全面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融合通

信服务行业龙头企业将显著受益，率先进入的公司更容易通过运营商资源，客户资源的快速

获取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构建行业壁垒。 

并且，移动互联网时代促使企业的融合通信市场需求剧增，企业短信市场持续增长，增

值电信市场大有可为。在“互联网+”战略背景下，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智能生活契机涌现，

传统行业信息化方向不断探索，带来 O2O、电子商务、物流等市场的繁荣，尤其是 O2O、移

动网购等细分领域近年来增速巨大，而这些业务形态涉及到验证码，订单确认，物流提醒等

多个环节，衍生出大量对融合通信的需求。 

 

3. 核心竞争力 

大汉三通基于运营商融合通信的市场需求，以大数据运营为基础，以云计算技术为支撑，

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为平台，以手机等智能终端为窗口，为移动互联网企业、手机用户，

提供融合通信运营和服务，具有领先的研发能力，创新的产品路线，精准的市场定位与优质

的品牌资源。 

图表 3 互联网激增融合通信发展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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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业务模式精准，市场定位清晰 

在 2015 年，大汉三通创始人创造性的提出全新创新理论：“移动互联网-房子装修理论”，

即将移动互联网喻为一栋房子，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移动通信平台为地基，各大手机移动

终端为房顶，地基承载移动互联网决定了行业的厚度，房顶提高移动互联网决定行业高度，

而移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可以作为装修工，为移动互联网行业提高客户的体验度。因此，

大汉三通率先明确公司的市场定位，即移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 

图表 4 “移动互联网-房子装修理论”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广证恒生 

作为移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公司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技术和手段，以及移动互联

网思维，整合全国各地基础电信运营商的资源进行二次开发，为解决客户日益复杂的移动通

信需求提供了丰富的、整体的通信运营解决方案和服务。因此，公司制定了精准的业务模式：

在移动互联网用户生命周期的每个转化节点上提供关键服务。移动互联网最大的价值在于用

户，对于如何吸粉、引流、促进转化用户则成为了每个公司的重中之重。在环节的转化中存

在技术与市场的两个难点。对于技术难点，大汉三通通过为其提供高效的短信验证服务，进

行用户身份验证并获取用户身份信息。对于市场的难点，大汉三通通过提供强吸引力的流量

服务，促进用户的吸收和转化。通过这一精准的业务模式，公司可以将短信与流量嵌入到移

动互联网用户业务流程中，从而为其服务。公司基于大数据平台和技术，探索物联网及大数

据的信息服务模式和业务，为智能社会到来，提供更多精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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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公司行业定位：移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证恒生 

3.2 技术研发能力突出，不断创新形成“短信+流量+X”的产品体系 

公司具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产品研发和运营支撑的团队中，其中的全部核心成员

都具有 5 年以上移动增值业务产品开发和运营经验。公司所有运营平台的都实现了自主研发

并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拥有注册商标权、著作权、发明专利近 400 件。“大汉短信云”经过

十多年的不断完善和优化，现已成为全国少有的日处理能力达数十亿级别的短信云平台，短

信云架构全面调整升级为混合云结构，提高了稳定性和服务品质。并且公司构建了自动化、

可视化、精细化程度较高的不间断 IT 运维监控管理平台并升级云监控系统。目前已有一套自

主研发的运营管理体系，并且拥有一支专业的客服团队建立起的客户支撑系统，从而实现了

365 天 7*24 小时在线客服服务体系。在 2016 年，公司揭幕成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聘任了行

业内顶尖的专家加入到大汉三通提供技术指导、行业研究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而进一步提升

了公司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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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的产品路线不断创新延伸，即“短信+流量+X”的产品创新路线。具体来说，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有短信和流量业务。短信业务方面，公司从传统短信拓展到文字短信、网

络短信、语音短信。流量业务方面，从 2B 拓展到 2C。并且，公司按照“移动互联网-房子装

修理论”不断开发出新产品，提出了“短信+流量+X”的产品路线，即在公司现有的两大主营

业务，短信与流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延伸产品路线，X 就是新产品。当公司研发孵化的新

产品创造了年度 5%的业绩贡献额时，就会被视为成熟新产品在市场上进行展开推广。公司的

产品路线将按照“短信+流量+A+X”、“短信+流量+A+B+X”不断创新延伸。 

图表 6 大汉三通融合云通讯平台部署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证恒生 

图表 7 公司产品：大汉流量银行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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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持续保持研发资源高投入。2016 年，公司研发费用达到 5160.21 万元，占比

营业收入 4.81%，充分发挥研发在产品更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3.3 规模优势突出，渠道、客户资源和团队铸就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十四年以来一直专注于移动通信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资源和市场整合能力，经

过不懈努力，在行业内已树立起极高的品牌和良好的口碑。2016 年，公司在移动互联网融合

通信服务市场占据了先机，快速建立了行业壁垒，赢取了行业领先的市场地位。公司在全国

移动运营商战略合作、渠道客户、地域覆盖等方面快速扩展，业绩增量明显，大客户优势显

著。 

在渠道资源方面，公司分别与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在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 26 多个省市签订了紧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已完成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全国短信和流量上百条通道对接，完全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同时可满足各种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其中，公司的上游资源覆盖了三大运营

商各省市重点城市，从而实现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重点城市的资源战略布局。下游

资源打通了移动互联网终端，为后续资源市场覆盖、业务合作的持续稳定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客户资源方面，与京东、腾讯、花旗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平

安银行等签订合作协议。公司在多个行业树立了服务标准，产生了积极的客户效应，实现业

绩收入快速增长。 

图表 8 大汉三通近年研发费用 

报告期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营业收入 107252.12 24972.87 8216.15 

  研发费用 5160.21 1343.73 344.00 

  研发费用占比 4.81% 5.38% 4.19%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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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公司合作品牌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证恒生 

在员工规模方面，结合公司渠道扩张和流量业务规模的爆发式增长，2016 年公司员工规

模由 180 人增长到 414 人，其中销售人员由 74 人增长到 232 人，为公司全国扩张提供了充分

的人力保障。 

 

4. 战略规划：坚定的移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 

公司自 2003 年创立时即确定了三十年发展方向为“卓越的通信服务商”，在未来的发展

中，公司将坚定不移的继续坚持这一发展方向，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将会根据行业环境与公司

情况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升级。  

经过 2014 年一年的战略调整，2015 年公司迎来了战略升级的良好开端，准确定位为“移

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 2016 年，公司紧紧围绕“移动互联网融合通信服务商”，在移

动互联网用户生命周期的每个转换节点提供“短信+流量+X”的关键服务。在未来的阶段，公司

图表 10 大汉三通近年人员数据概览 

报告期 2016/12/31 2015/12/31 

行政人员 43 30 

销售人员 232 74 

技术人员 119 69 

财务人员 20 7 

合计 414 180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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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坚持现有的市场定位与业务模式，继续深入整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

运营商基础通信网络资源与移动通信终端厂商这两端资源，为移动互联网企业提供全方面移

动通信解决方案。  

首先，继续保持快速，稳健的发展势头，争做行业领袖。2017 年流量市场将超过 6000 亿，

公司在 2015、2016 年已经抢占先机，树立了行业壁垒，获得了行业龙头的领先地位。新的一

年公司将加大力度、全力以赴继续推进流量与短信业务在各地的开展，提升流量与短信业务

在全国、各省市本地与企业市场的占有率，积极整合基础运营商通信端和通讯终端两端资源，

继续保持全国行业领先地位。  

其次，推出 PAAS 云服务、大汉云通讯平台。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在科技创新、自

主创新等方面将持续不断的前进。在未来，公司将加大研发资源的投入，持续推进公司的创

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公司将会充分利用建成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平台，吸收专家的技术经验，

提高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这些举措有利于公司在快速发展的竞争市场环境下能迅速反应，

及时调整，构建行业发展壁垒，引领行业发展趋势。2017 年，公司将首次也是首家对外共享

短信云运营平台，为战略客户提供 PASS 云服务。云通讯平台方面，公司通过 PaaS、SaaS 等

形式为企事业客户提供语音外呼、智能 IVR、云客服、短信验证、网络消息、物联网卡通讯

等基础通讯能力。 

图表 11 公司业务发展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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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财务数据简析及预测 

5.1 财务数据简析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0.82 亿元、2.50 亿元和 10.73 亿

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0.74%、203.95%、329.47%；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08.5 万元，1391.49 万

元，以及 5094.8，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66.14%，173.65%，以及 104.12%。2016 年，公司业绩

飞速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和归母净利润显著增长，超额完成各项经营指标，主要原因在于公司

在移动互联网通信领域行业客户深度挖掘，留存客户持续合作，新增客户量快速上涨；传统短信

业务成倍增长，流量业务大幅度增长。 

5.2 财务数据预测 

大汉三通技术研发和市场优势领先，品牌效应显现，随着“互联网+”的政策的激励和智

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移动流量迎来需求大爆发，融合通信行业发展前景广

阔。考虑到公司的流量业务将继续大幅度增加，短信业务相对保持稳定，公司人员薪酬与固

定费用等相对固定，预计 2017 年和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9.44 亿元和 29.89 亿元，同

比增长分别为 81.17%和 53.77%，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7658.5 万元和 10159.8 万元，同比增长

分别为 50.32%和 32.66%。 

 

 

 

 

 

 

 

 

图表 12 大汉三通近年财务数据概览 

报告期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营业收入(万元) 107252.12 24972.87 8216.15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329.47 203.95 10.74 

归母净利润（万元） 5094.8 1391.49 508.5 

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266.14 173.65 104.12 

销售毛利率 14.21 24.28 35.51 

资产负债率(%) 43.44 29.98 46.53 

数据来源：wind，广证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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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大汉三通营业收入预测 图表 14：大汉三通归母净利润预测 

  

数据来源：广证恒生 数据来源：广证恒生 

 

6. 风险提示 

公司增值电信服务依赖于具有垄断优势的国内三大运营商，对经营合作存在一定的风险。

同时移动信息通信行业技术升级迅速，产品更新换代快，存在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滞后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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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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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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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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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销售团队： 

区域 姓名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华北机构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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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