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家新三板企业上半年净利增逾一倍

手游、大数据、环保等行业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8月1日晚记者发稿时，新三板共有293家公司发布了2017年半年报。 这些公司净利润合计为24.53亿元，同比增长73%。 其中，202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05家公司增幅超过100%。 从行业方面看，手游、大数据、环保等新兴行业增长明显。 而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不少中下游企业成本上升。

202家公司净利润增长

根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上述293家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合计为330.13亿元，同比增长31.4%；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为24.53亿元，同比增长73%。 其中，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202家，占比为68%；同比下降的公司91家，占比为32%。 已发布半年报的293家公司总体业绩良好，近七成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在净利润同比增长的202家公司中，增长幅度在100%以上的公司105家，增幅在30%-100%的公司52家，增幅在0-30%的公司45家。 而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公司91家。 其中，下降幅度超过100%的公司31家，下降幅度在30%-100%的公司35家，下降幅度在0-30%的25家。

数据显示，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100%的公司占293家发布半年报的公司比例达到35%；而增幅较小的公司数量占比也小，为15%。 相当多的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实现大幅增长。 同时，业绩大幅下降的公司占比达到11%。 业绩分化比较严重。

从反应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看，在上述293家发布半年报的公司中，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正值的公司232家，占比为79%；57家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占比为19%；另有4家没有数据。

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情况看，147家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增长，占比约为50%；下降的公司112家，占比为38%。 这显示出已发布半年报公司中近4成盈利能力同比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盈利能力下降存在多方面因素。 从相关公司内部情况看，报告期内净资产增加较多其中一个因素。 这应该是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不少公司完成了股份增发有关。 增发完成后，部分公司净资产增加较多，但这些资产发挥出效益仍需一定时间，短时间内表现出盈利能力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293家公司中，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负值的公司163家，而上年同期则为169家公司，占比分别达到56%、58%。 不少公司在日常经营中面临现金压力。 今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有所好转，但改善不明显。

截至8月1日记者发稿时，新三板共有67家公司发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 其中，预增的公司为37家，预减公司两家，续盈公司1家，续亏公司1家，首亏2家，扭亏12家，略增10家，略减两家。 整体看，预喜公司（预增，续盈、扭亏、略增）为60家，占比约为90%；预降的公司（预减、续亏、首亏、略减）为7家，占比为10%。

在上述预喜的60家公司中，26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倍。 其中，7家公司预计增长幅度超过5倍。 在预计下降的公司中，5家公司下降幅度超过50%。 其中，3家降幅超过100%。

从这些公司业绩增长或下降的原因中，可以了解相关行业的运行情况。

部分公司受益于周期性行业逐步回暖，带来价格上涨和市场需求扩大。 以宁新新材为例，公司预测2017年半年度净利润为1200万元-1250万元，同比增长218.56%-231.84%，对于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产能扩大，公司主营业务得到快速增长；下游市场呈现供不应求局面，产品价格持续上升，较去年价格上涨70%以上，利润快速上升；新技术及新产品应用获得市场认可，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方面显著提高，收入结构得到持续改善等。

同时，业绩增长与企业加强管理，降本增效密切相关。 以索力得为例，公司预测2017年半年度归属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700万元-2000万元，同比增长170.32%-218.02%。 业绩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严格控制费用开支。 尤其是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度降低，经营利润同比大幅度提高。

此外，增发带来充足的资金也是相关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时，除了上述因素外，宁新新材表示，通过定向增发，补充了流动资金，使得公司现金流稳定，降低了资金成本。

部分新兴行业增长明显

网络游戏、大数据、环保等新兴行业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

以际动股份为例，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510万元，去年同期亏损2.7771万元，同比大增184.64倍。 公司主要从事移动游戏的研发和运营。 对于业绩大增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主营的移动游戏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代理运营、联营项目增加，互联网精准营销业务快速发展，带来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同时，公司不断提高核心技术能力，加速向服务化、平台化方向转型，增加了定制设计业务，通过不断强化和提升服务能力，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此外，公司进一步加强成本和费用的控制管理，拓宽融资模式，增加营销渠道，提高了整体经营效益。

另西岐网络的核心业务为网页游戏及移动终端网络游戏研发与联合运营。 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324.86万元，同比增长767.0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与多家客户签定多个游戏受托开发（定制开发）合同；自运营的主力手游《我有上将》自今年2月份上线以来，充值流水达545余万元，相比2016年代理发行时期出现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组建了广州运营团队，对既有游戏和自运平台进行了有效提振。 此外，公司游戏产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韩国、港澳台、越南等地区市场均取得一定成效。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市场迅猛扩大，不少从事相关业务的公司业绩获得快速增长。 以英方股份为例，公司专注于提供容灾及高可用解决方案，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38万元，同比增长1687.34%。 去年同期为58万元。

对于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随着数据集中、数据挖掘、商业智能、协同作业等技术逐渐成熟，数据价值呈指数式上升，使得灾备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灾备行业成为信息产业中极具持续成长性的领域之一，为公司提供了市场机会。 公司在研发方面大量投入，主要针对现有产品迭代升级，使得产品性能、稳定性得到大幅度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并广泛应用到公检法、军工及制造等领域。 此外，公司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营销模式，为更多的省市渠道合作伙伴提供培训、售前和售后支持，促进经销商迅速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提升了销售业绩。

环保行业不少公司业绩表现良好。 以默锐环境为例，公司主要从事工业污水、废气处理技术研发、设计、工程建设以及设施运营，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48.15%。 公司表示，污水处理业务快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环保设备制造业务稳健发展；工程安装业毛利率有所提升；公司积极推进渤海化工园区化工企业“一企一管”项目，为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华福环境从事高性能滤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80.65万元，同比增长394.51%。 对于业绩大增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产品销售订单增加，销售价格上涨，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同时，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管理费用、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都有不同比例的增长，但销售费用有一定比例的减少，再加上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营业外支出大幅降低，净利润大幅增长。

多因素致业绩下降

上半年业绩大幅下降的公司其原因各异，原料成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对于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企业而言，去年以来上游主要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渐显现。 特别是对于竞争力较弱的公司而言，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较差，从而出现业绩大幅下降。

华安新材主要从事塑料型材的生产与服务。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187.53万元，比去年同期的-0.7万元大幅增亏。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受去产能及趋严的环保政策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产品单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公司为保证市场份额，积极参与价格竞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 同时，公司木塑产品尚处于市场开拓期，销售费用有所增加，进一步拉低了利润水平。

维恩木塑从事研发及生产各种木塑产品，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为-198万元，同比大幅下降2908.61%。 对于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报告期内继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低附加值产品销售大幅减少，营业成本随着收入减少有所降低，但降低幅度低于收入的降幅，主要是本期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部分公司所属行业景气周期向下，业绩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福百盛主营业务为饲料原料贸易及生猪养殖。 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1000万元至1300万元，同比下降57.08%至66.99%。 对于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报告期内虽然公司商品肉猪销售量同比增长幅度较大，但受生猪价格周期下行的影响，商品肉猪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导致生猪养殖业务盈利水平同比大幅下降；报告期内饲料原料市场供求失衡，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同时受反补贴反倾销政策的影响，公司进口品种贸易业务受限。

部分企业业绩下滑主要由于业务开拓的阶段性原因。 高科中天为从事4G移动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销售与服务的移动数据信息服务商，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343.94万元，去年同期约为39万元。 公司表示，投入新品研发和测试导致营业费用增加；同时，报告期内公司主动进行产品优化引起营业收入减少，两方面叠加引起净利润降低。 公司表示，受益于4G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智能网联硬件和云服务的高速发展，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将迎来快速发展。 凭借大数据运营及汽车后服务细分领域的领先产品，未来几年公司将获取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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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挑食”

新三板定增项目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定向增发是新三板公司的重要再融资途径。 今年以

来，众多新三板公司发布定增项目，多家投资机构积极参

与。 同时，定增市场投资者结构出现不小变化，个人投资

者参与度下降，投资机构成为定增主要认购方，但对于定

增项目也越来越挑剔。 业内人士表示，专业机构更挑剔，

将使得新三板定增市场更加货真价实， 有利于市场健康

发展。

定增市场“热度” 不减

今年以来，新三板定增市场“热度”不减。 财汇大数

据终端显示，仅上周就有多家新三板公司发布定增预案。

7月28日晚间，齐鲁银行发布定增预案，拟以3.90元/

股的价格，发行股份不超过12.82亿股，预计募资总额不

超过49.99亿元。 此次定增如顺利完成，将成为新三板今

年以来单笔最大的定增项目。 若以当前3.9元/股的发行

价计算，齐鲁银行增发后市值将上冲到160.76亿元，稳坐

新三板银行股霸主地位。根据公告，齐鲁银行此次募集资

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核心一级

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

能力，支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挖贝网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 新三板市场上

共有1485家企业有定向增发募资行为（按定增股份上市

日统计），实际完成募资总额634.2亿元，同比降低8.6%；

累积增发次数为1513次，同比降低5.0%。 在上半年新三

板企业定向增发募资能力TOP100榜上， 上榜企业实际

募资金额总和为280.2亿元， 占所有企业募资总额的

44.2%。 在100家企业中，创新层企业44家，基础层企业

56家；协议转让84家，做市转让16家。 成绩似乎并不理

想。业内人士表示，在新增挂牌企业数量不及去年的情况

下，今年上半年定增融资市场表现依然较好。 截至6月底

的数据显示， 新三板定增募集资金的总规模超过了创业

板的募资规模。

“定增仍是新三板挂牌公司的重要再融资途径。 尽

管整体环境不理想， 但新三板公司定增市场保持着相对

的热度。事实上，部分参与新三板定增投资的资金收益情

况较好。 新三板公司充分利用了定增募资这一再融资工

具。特别是一些龙头公司，正将资金转化为自身发展的优

质资源。 ” 联讯证券分析师表示。

机构精挑细选

新三板定增市场保持一定“热度” ，但其投资者结

构出现不小变化。 上海证券研究报告显示，综合上半年

情况， 个人投资者在新三板定增市场的参与度下降，投

资机构成为定增认购最大认购方，但证券公司参与度急

速下降。

从目前情况看， 机构投资者稳步进军新三板定增市

场。以太阳股份为例，公司拟定增募资1.18亿元，5家机构

包揽了公司的定增项目。公告显示，公司拟发行股票不超

过1126万股，发行价格为10.50元/股，拟发行对象为深圳

市嘉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瑜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上德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河子市特睿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国信众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根据新三板公司多牛传媒此前披露

的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发行700万股，发行价格为

1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5亿元，深创投、红土创投、

海尔股权投资基金等知名机构参与认购。

机构参与新三板定增股份认购， 有掘金IPO概念

等的考虑。 同时， 对新三板流动性问题、“三类股东”

问题的解决存在预期。随着机构投资者不断涌入，机构

在新三板定增市场的投资也越来越挑剔。 “政策的预

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仍停留在预期， 机构应该注意

其中的风险。机构的涌入，客观上将对新三板定增市场

带来向好的影响，毕竟专业机构更挑剔，将迫使新三板

公司在定增市场更加货真价实。 ” 上海一家股权投资

机构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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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维波

速度信息

拟定增募资1.6亿元

□本报记者 王维波

速度信息8月1日晚发布公告称，拟以14元-16元/股

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35名投资者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1000万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16000万元。本次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偿还银

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根据公告，截至2016年底，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为1.89元，2016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66

元。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环境、 公司所处行

业、成长性、市盈率等并结合公司前次股票发行价格等

多种因素。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

健，整体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将进一步

增强。

速度信息主营业务以测绘、 遥感、GIS、IT等技术

为基础，提供地理信息、行业业务信息相关的数据及软

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不断提升技术研发水平、技术

服务能力和产品性能，盈利能力大幅增长。 2016年，公

司实现净利润2725. 66万元，同比增长342. 11%。 随着

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该所承接的项目体量逐步提高，

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和研发投入，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不断提高。

截至8月1日晚记者发稿

时，新三板共有293家公司发布

了2017年半年报。 这些公司净

利润合计24.53亿元，同比增长

73%。 其中，202家公司净利润

同比增长，105家公司增幅超过

100%。从行业方面看，手游、大

数据、 环保等新兴行业增长明

显。 而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不

少中下游企业成本上升。

202家公司净利润增长

根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 上述293家公司上半年营

业收入合计为330.13亿元，同比增长31.4%；实现归属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为24.53亿元，同比增长73%。 其中，

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202家，占比为68%；同比下降的

公司91家，占比为32%。 已发布半年报的293家公司总体

业绩良好，近七成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在净利润同比增长的202家公司中， 增长幅度在

100%以上的公司105家，增幅在30%-100%的公司52家，

增幅在0-30%的公司45家。 而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公司91

家。 其中，下降幅度超过100%的公司31家，下降幅度在

30%-100%的公司35家，下降幅度在0-30%的25家。

数据显示， 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100%的公司占293

家发布半年报的公司比例达到35%； 而增幅较小的公司

数量占比也小，为15%。 相当多的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实

现大幅增长。 同时，业绩大幅下降的公司占比达到11%。

业绩分化比较严重。

从反映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看，在上述293家发

布半年报的公司中，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正值的公司232

家， 占比为79%；57家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

值，占比为19%；另有4家没有数据。

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情况看，147家公司净

资产收益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增长，占比约为50%；下

降的公司112家，占比为38%。 这显示出已发布半年报公

司中近4成盈利能力同比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盈利能力下降存在多方面因素。 从相

关公司内部情况看， 报告期内净资产增加较多是其中一

个因素。 这应该是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不少公

司完成了股份增发有关。 增发完成后，部分公司净资产增

加较多，但这些资产发挥出效益仍需一定时间，短时间内

表现出盈利能力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293家公司中，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为负值的公司163家，而上年同期则为169家公司，占

比分别达到56%、58%。 不少公司在日常经营中面临现金

压力。 今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有所好转，但改善不明显。

截至8月1日记者发稿时， 新三板共有67家公司发布

了上半年业绩预告。 其中，预增的公司为37家，预减公司

两家，续盈公司1家，续亏公司1家，首亏2家，扭亏12家，略

增10家，略减两家。 整体看，预喜公司（预增，续盈、扭亏、

略增）为60家，占比约为90%；预降的公司（预减、续亏、

首亏、略减）为7家，占比为10%。

在上述预喜的60家公司中，26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

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倍。 其中，7家公司预计增长幅度超过

5倍。 在预计下降的公司中，5家公司下降幅度超过50%。

其中，3家降幅超过100%。

从这些公司业绩增长或下降的原因中， 可以了解相

关行业的运行情况。

部分公司受益于周期性行业逐步回暖，带来价格上

涨和市场需求扩大。 以宁新新材为例，公司预测2017年

半年度净利润为 1200万元 -1250 万元， 同比增长

218.56%-231.84%，对于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公司表

示，产能扩大，公司主营业务得到快速增长；下游市场呈

现供不应求局面，产品价格持续上升，较去年价格上涨

70%以上，利润快速上升；新技术及新产品应用获得市

场认可，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方面显著提高，收入结构

得到持续改善等。

同时，业绩增长与企业加强管理，降本增效密切相

关。 以索力得为例，公司预测2017年半年度归属挂牌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 1700万元 -2000万元， 同比增长

170 . 32%-218. 02%。 业绩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充

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严格控制费用开支。

尤其是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度降低， 经营利润同比大幅

度提高。

此外， 增发带来充足的资金也是相关公司业绩增长

的重要因素。 在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时， 除了上述因素

外，宁新新材表示，通过定向增发，补充了流动资金，使得

公司现金流稳定，降低了资金成本。

部分新兴行业增长明显

网络游戏、大数据、环保等新兴行业公司上半年业绩

增长明显。

以际动股份为例，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510

万元，去年同期亏损2.7771万元，同比大增184.64倍。 公

司主要从事移动游戏的研发和运营。 对于业绩大增的主

要原因，公司表示，主营的移动游戏业务持续保持高速

增长，代理运营、联营项目增加，互联网精准营销业务快

速发展，带来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同时，公司不断提高核

心技术能力，加速向服务化、平台化方向转型，增加了定

制设计业务，通过不断强化和提升服务能力，盈利能力

得到有效提升。 此外，公司进一步加强成本和费用的控

制管理，拓宽融资模式，增加营销渠道，提高了整体经营

效益。

另西岐网络的核心业务为网页游戏及移动终端网

络游戏研发与联合运营。 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324 . 86万元，同比增长767. 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与

多家客户签订多个游戏受托开发（定制开发）合同；自

运营的主力手游《我有上将》自今年2月份上线以来，

充值流水达545余万元，相比2016年代理发行时期出现

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组建了广州运营团队，对既

有游戏和自运平台进行了有效提振。 此外，公司游戏产

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韩国、港澳台、越南等地区市场

均取得一定成效。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市场迅猛扩大，不少从

事相关业务的公司业绩获得快速增长。 以英方股份为例，

公司专注于提供容灾及高可用解决方案， 今年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1038万元，同比增长1687.34%。 去年同期为58

万元。

对于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随着数

据集中、数据挖掘、商业智能、协同作业等技术逐渐成

熟，数据价值呈指数式上升，使得灾备需求持续快速增

长。 灾备行业成为信息产业中极具持续成长性的领域之

一，为公司提供了市场机会。 公司在研发方面大量投入，

主要针对现有产品迭代升级，使得产品性能、稳定性得

到大幅度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并广泛应用到公

检法、军工及制造等领域。 此外，公司采用直销与经销相

结合的营销模式， 为更多的省市渠道合作伙伴提供培

训、售前和售后支持，促进经销商迅速与客户建立合作

关系，提升了销售业绩。

环保行业不少公司业绩表现良好。 以默锐环境为例，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污水、废气处理技术研发、设计、工程

建设以及设施运营，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48.15%。 公

司表示， 污水处理业务快速发展，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环保设备制造业务稳健发展；工程安装业毛利率有所

提升；公司积极推进渤海化工园区化工企业“一企一管”

项目，为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华福环境从事高性能滤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80.65万元，同比增长394.51%。 对于

业绩大增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产品销售订单

增加，销售价格上涨，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同时，营业成

本、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管理费用、所得税费用较上年

同期都有不同比例的增长， 但销售费用有一定比例的减

少，再加上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营业外支出大幅降低，

净利润大幅增长。

多因素致业绩下降

上半年业绩大幅下降的公司其原因各异，原料成

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对于处于产

业链中下游企业而言，去年以来上游主要原料价格上

涨的影响逐渐显现。特别是对于竞争力较弱的公司而

言，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较差，从而出现业绩大幅

下降。

华安新材主要从事塑料型材的生产与服务。 今年上

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187.53万元，比去年同期的-0.7

万元大幅增亏。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受去产能及趋严的环

保政策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产品单

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公司为保证市场份额，积极参与价

格竞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 同时，公司木塑产品

尚处于市场开拓期，销售费用有所增加，进一步拉低了利

润水平。

维恩木塑从事研发及生产各种木塑产品， 今年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为-198万元，同比大幅下降2908.61%。 对

于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报告期内继续进行产

品结构调整，低附加值产品销售大幅减少，营业成本随着

收入减少有所降低，但降低幅度低于收入的降幅，主要是

本期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部分公司所属行业景气周期向下， 业绩因此受到较

大影响。

福百盛主营业务为饲料原料贸易及生猪养殖。 公司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1000万元至1300万元， 同比下降

57.08%至66.99%。 对于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公司表

示， 报告期内虽然公司商品肉猪销售量同比增长幅度较

大，但受生猪价格周期下行的影响，商品肉猪销售价格较

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导致生猪养殖业务盈利水平同

比大幅下降；报告期内饲料原料市场供求失衡，市场行情

持续低迷；同时受反补贴反倾销政策的影响，公司进口品

种贸易业务受限。

部分企业业绩下滑主要由于业务开拓的阶段性原

因。高科中天为从事4G移动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销售

与服务的移动数据信息服务商， 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343. 94万元，去年同期约为39万元。公司表示，投入

新品研发和测试导致营业费用增加；同时，报告期内公

司主动进行产品优化引起营业收入减少， 两方面叠加

引起净利润降低。公司表示，受益于4G通信技术的发展

和普及以及智能网联硬件和云服务的高速发展， 公司

的产品和服务将迎来快速发展。 凭借大数据运营及汽

车后服务细分领域的领先产品， 未来几年公司将获取

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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