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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亿元级融资频现，关注垂直领域机会 

计算机行业 

投资要点： 

 一周行情表现 

本周，计算机（申万）指数下跌7.48%，上证综指下跌3.72%，创业板指下

跌6.74%。期间，上证指数上补2700点处缺口，随后开始震荡向下，创业板

指走势类似但下跌幅度更大。板块方面，按流通市值加权平均，全行业无

一上涨，尤其计算机、电子跌幅都达7%以上。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是华平

股份、朗新科技、汉邦高科、正元智慧及浩云科技；跌幅靠前的是达华智

能、超图软件、顺利办、太极股份和科创信息。 

 行业重要动态 

企业级人力资源SaaS服务商“薪人薪事”近日完成1.84亿元C轮融资，本轮

投资方为知名企业服务软件开发商金蝶集团。近年来，国内资本市场对云

计算青睐有加，亿元级别的大额投融资频频出现，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巨头

在公有云市场的布局正逐步成形，但私有云、混合云还未有绝对龙头，同

时垂直领域细分市场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领域。虽然中国云计算起步较美

国等稍晚，但其增速一直维持在30%以上，未来，行业受益物联网、大数据

等强劲需求，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同时，经过棱镜门事件后，国内将

信息安全、自主可控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对国外竞争对手形成部分进入

壁垒，本土云计算公司已经迎来成长的大好时机。建议关注相关标的。 

 公司重要公告 

润和软件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久远银海发布收购公告；华平股份、恒

泰实达、创业软件、北信源、神思电子、格尔软件、达华智能发布减持公

告；新联电子、高新兴发布中标公告；汉王科技、神思电子、网达软件发布

对外投资公告。 

 周策略建议 

方向上，我们认为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将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而落实到周行情，本周计算机板块领跌，主要是前期反弹积累了较大的涨

幅。就大市而言，上证震荡格局未破。板块方面，我们上周提示“到目前，

超跌品种已连续活跃几周，需且行且珍惜”，本周走势也部分验证我们超跌

反弹兑现的观点，而中长期我们仍强调重视云计算及医疗信息化高景气度，

维持对创业软件（300451）、用友网络（600588）、广联达（002410）、美亚

柏科（300188）、四维图新（002405）、易华录（300212）等推荐。  

 风险提示： 

政策力度不达预期；订单落地不达预期；市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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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走势回顾 

本周，计算机（申万）指数下跌 7.48%，上证综指下跌 3.72%，创业板指下跌 6.74%。

期间，上证指数上补 2700 点处缺口，随后开始震荡向下，创业板指走势类似但下跌

幅度更大。板块方面，按流通市值加权平均，全行业无一上涨，尤其计算机、电子跌

幅都达 7%以上。 

 

图表 1：本周计算机板块走势 

 

来源：Wind 国联证券研究所 

 

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是华平股份（26.93%）、朗新科技（24.55%）、汉邦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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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5%）、正元智慧（12.75%）及浩云科技（6.93%）。跌幅靠前的是达华智能（-29.92）、

超图软件（-15.94%）、顺利办（-15.46%）、太极股份（-14.45%）和科创信息（-14.42%）。 

（注：申万最新的行业分类将海康大华改为电子行业，本周报计算机指数数据随

之更改，但覆盖样本暂不做更改） 

 

图表 4：涨跌幅前五名（%）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300074.SZ 华平股份 26.93 002512.SZ 达华智能 -29.92 

300682.SZ 朗新科技 24.55 300036.SZ 超图软件 -15.94 

300449.SZ 汉邦高科 23.55 000606.SZ 顺利办 -15.46 

300645.SZ 正元智慧 12.75 002368.SZ 太极股份 -14.45 

300448.SZ 浩云科技 6.93 300730.SZ 科创信息 -14.42 
 

来源：Wind 国联证券研究所 

估值方面，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 23 日计算机板块 TTM 市盈率（整体法，剔除负

值）处在 37.39 倍，目前，板块相对于全部 A 股（非金融）的溢价比为 2.27。本周，

计算机板块领跌，主要是前期反弹积累了较大的涨幅。 

 

图表 5：板块 TTM估值对比 

 

来源：Wind 国联证券研究所 

2 行业重要动态 

2.1 薪人薪事获金蝶集团 1.84 亿元 C 轮战略投资 

企业级人力资源 SaaS 服务商“薪人薪事”近日完成 1.84 亿元 C 轮融资，本轮投

资方为知名企业服务软件开发商金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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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薪人薪事产品于 2015 年 7 月正式上线，2016 年 1 月 A 轮融资 5300 万（红

杉资本），2018 年 3 月 B 轮融资 8560 万（阿尔法公社、红杉资本等）。2018 年 11 月

C 轮融资 1.84 亿，投资方为金蝶集团，主要基于与金蝶原有 HR 产品形成互补。近年

来，国内资本市场对云计算青睐有加，亿元级别的大额投融资频频出现，我们认为目

前国内巨头在公有云市场的布局正逐步成形，但私有云、混合云还未有绝对龙头，同

时垂直领域细分市场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领域。虽然中国云计算起步较美国等稍晚，

但其增速一直维持在 30%以上，未来，行业受益物联网、大数据等强劲需求，有望继

续保持快速发展。同时，经过棱镜门事件后，国内将信息安全、自主可控提升至国家

战略高度，对国外竞争对手形成部分进入壁垒，本土云计算公司已经迎来成长的大好

时机。建议关注相关标的。 

3 公司重要公告 

3.1 润和软件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股东宁波宏创与南京国资混改基金签订了《股份转让

协议》，宁波宏创将其所持有的润和软件 4,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混改基金，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5.02%。本次转让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协议转让申请以

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3.2 久远银海发布收购公告 

久远银海拟收购自然人郑河荣、鲁建文、冯晓斐、张滨、赵小敏、潘翔、褚一平

持有的杭州海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杭州海量 60%股

权，对价总计人民币肆仟贰佰万圆整。 

杭州海量是专业从事智能识别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高科技公司，专注于数字图像领

域的核心技术研发及提供行业智能解决方案，自主研发了人脸识别算法、活体检测算

法、照片质量检测与修复算法、二维条码识别算法等核心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社行业、

公安行业、教育行业等；同时也为各行业提供基于海量系列软件的数据快速采集、医

保监管大数据分析等服务。 

3.3 华平股份发布减持公告 

华平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熊模昌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

其他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274,55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5%。截

至目前熊模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3,09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9.79%。 

3.4 恒泰实达发布减持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新余百合永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本公司股份

6,079,196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58%。百合永生因自

身资金需求，计划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起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200,000 股，减持价格将按照实施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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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创业软件发布减持公告 

股东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铜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9,709,127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3.6 汉王科技发布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汉王科技拟使用自有资金 95 万元与刘秋童先生共同投资设立北京汉王领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汉王领航 19%的股权。 

3.7 新联电子发布中标公告 

新联电子近日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

司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招标

编号: 0711-18OTL03622000）中标单位，共中 2 个包，中标的总金额为 6062.97 万元。

此次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

方式进行。 

3.8 北信源发布减持公告 

北信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皓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51,380,4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31.13%，鉴于公司现阶段战略发展需求，林皓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86,989,445 股

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3.9 神思电子发布减持公告 

神思电子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接到公司股东北京同晟达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北京同晟达信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于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 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4551%，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神思电子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神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

《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神思科技投资计划可减持之日起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490 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971%。其中：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

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进

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3.10 神思电子发布对外投资公告 

神思电子拟向上海术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与术木医疗及其股东心医

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公司、上海奋智财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珍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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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中心、上海术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吴善昊签订《上海术木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公司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000.00 万元增资术木医疗，其

中 106.3259 万元计入术木医疗的注册资本，剩余资金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公司

将持有术木医疗 8.3333%的股权。 

3.11 神思电子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神思电子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390 万份股票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6,493.27 万股的 2.36%。其中首次

授予 356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的 91.28%，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

总额 16,493.27 万股的 2.16%；预留 34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的 8.72%，约占

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6,493.27 万股的 0.21%。 

3.12 汉邦高科发布业绩预告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00 万~8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25%~74.59%。其中，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0~200 万元。报告期

内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领域得到有效拓展，盈利能力增加。公

司在夯实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提高管理效率，安防业务相比上年同期有增长；数字音

视频内容安全服务在广电领域开展的同时，其他相关应用领域也有新的开拓；公司基

于数字水印技术的数字音视频内容安全服务和知识版权保护技术，成为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公司核心竞争能力持续增强。 

3.13 格尔软件发布减持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圣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格尔软件

股份 4,720,1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5270%，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圣睿投资本次计划自格尔软件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总数不超过 1,708,000 股格尔软件股份，

即格尔软件总股本 2%；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格尔软件

股份总数的 1%，即 854,000 股。 

3.14 高新兴发布中标公告 

近日，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高新兴国迈已收到海关总署物资

装备采购中心发布的招标结果公示，高新兴国迈预中标海关总署 2018 年缉私局办案

中心采购项目，中标金额 24,144,573.00 元（最终金额以中标通知书为准）；高新兴国

迈已收到了广东采联采购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中标结果公示，高新兴国迈预中标广州

海关缉私局智慧缉私中心设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 3,414,702.00 元（最终金额以中标

通知书为准），合计中标金额 27,559,275.00 元。高新兴国迈尚未接到上述两个项目的

中标通知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3.15 达华智能发布减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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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华智能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收到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方江涛先生，董事、

董事会秘书韩洋女士递交的《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报告》。方江涛拟减持不超过

24,170,552 股，韩洋拟减持不超过 260,750 股。 

3.16 网达软件发布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拟参与认购亚信科技香港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通过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的 QDII 单一资金信托，投资于亚信科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行的股票，认购金

额为 1500 万美元的等值港元，认购价格为亚信科技公布的发售价；根据香港联合交

易所的交易规则，上述股份的锁定期为 6 个月。 

亚信科技是中国的电信软件产品及相关服务市场的领军型企业，拥有信息系统集

成及服务资质（大型一级资质）。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显示，亚信科技是中国

最大的电信软件产品及相关服务供应商，也是中国电信行业最大的 BSS 软件产品及

相关服务供应商。 

4 周策略建议 

方向上，我们认为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将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物联网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世界信息产业浪潮，其价值源于万

物互联的智能化。当前，物联网发展很大程度受限于传输，所幸 NB-IoT、LTE-V 等

标准成功冻结以及 5G 商用提前，为物联网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传感、网络等基

础先行，下游应用为王，智慧医疗、智慧市政、车联网、工业 4.0 等应用市场充分受

益。建议关注达实智能、东软集团、东华软件、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四维图新等。 

云计算如今已成为各家科技巨头的必争之地。在最新公布的财报中，云计算业务

仍延续之前的高增长态势，亚马逊财报显示，云服务 AWS 增长 46%继续领跑其他业

务；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同比增长 90%，连续第十四个季度实现近翻倍增长；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同比增长也仍高达 76%等，再次明确了云计算的核心地位。未来万物互

联海量数据，云计算更是支撑行业发展的基石。IAAS 领域建议关注与 AWS 及阿里

云合作运营的上市公司，SAAS 领域建议关注广联达、用友网络等。 

人工智能首进政府工作报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定位高度上升

至国家战略。此前，AlphaGo 在围棋上的胜利证明了人工智能对完整信息的处理能力，

而 Master 在德州扑克上的胜利更是显示了人工智能在非完整信息博弈中取得了重要

的突破。目前，人工智能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近，IBM Watson 已率先在医疗领域实现

应用，华尔街也出现多家使用人工智能的对冲基金。建议关注与 Watson 有合作的思

创医惠、东华软件，智能投顾的同花顺，以及语音识别的科大讯飞，自动驾驶的四维

图新，人脸识别的汉王科技、海康威视等。 

 

而落实到周行情，本周计算机板块领跌，主要是前期反弹积累了较大的涨幅。就

大市而言，上证震荡格局未破。板块方面，我们上周提示“到目前，超跌品种已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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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几周，需且行且珍惜”，本周走势也部分验证我们超跌反弹兑现的观点，而中长

期我们仍强调重视云计算及医疗信息化高景气度，维持对创业软件（300451）、用友

网络（600588）、广联达（002410）、美亚柏科（300188）、四维图新（002405）、易华

录（300212）等推荐。 

创业软件：公司是医疗信息化行业领军企业。在此次以临床信息系统为主导的医

疗信息化建设大潮下，合规要求（卫计委 4 月发布《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试行）》明确医院信息化建设要求）和医院自发性需求（医院在收入状况欠佳情况

下有利用信息化建设降本增效的动力）有望推动公司医疗信息化订单持续增长。同时，

公司将智能医疗信息系统（智慧医疗）及区域医疗健康运维服务（健康城市）领域作

为未来重点拓展方向，创新业务在经过前期的探索和试点后有望逐步进入兑现期，为

公司打开中长期成长空间。 

用友网络：公司自成立以来经历了“1.0 财务软件”和“2.0EPR 软件”，目前正

积极推进“3.0 企业数字化服务”战略，聚焦“云服务、软件、金融服务”三大核心

业务，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企业信息化服务提供商。在云

业务方面，公司在 2017 年内发布了“用友云”、U8 Cloud、“精智”互联网工业平台

等重磅产品，同时与浙江、江西、湖北三省政府分别合作建设省级云平台，未来将联

合渠道分销、云市场、咨询实施服务、云平台开发及战略层面的生态合作伙伴共建用

友云生态服务圈，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在金融业务方面，公司通过布局民太安保

险、中关村银行、畅捷通支付以及友金所为企业提供支付结算、理财、风险管理、供

应链金融等综合金融服务。在“用友 3.0”战略推动下，我们看好公司云服务、软件

及金融业务融合化发展所带来的综合竞争力提升，给予推荐评级。 

广联达：公司以工程造价算量软件起家，市场份额一直稳居行业第一，受益于 16G

钢筋平法、各地定额库以及国家清单库更新等规则调整，公司传统工程造价业务仍将

保持稳健增长。同时公司以 BIM、云计算为战略支撑，转型成效显著：1）公司云计

价产品在试点地区的商业模式转型稳步推进，用户转换比例稳步提升，转型业务范围

扩大至工程算量业务；2）工程施工业务持续高增长，目前已正式发布广联达施工企

业 BIM+PM 整体解决方案，与万达等十几家大型施工集团签约战略合作，共建 BIM

生态圈。我们看好公司在建筑信息化领域的龙头地位，云转型、施工信息化、工程信

息等新业务打开成长空间，给予推荐评级。 

美亚柏科：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专注于电子数据取证业务， 掌握多项核心技术，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电子数据取证” 、 “大数据平台” 、 “网络空间安全” 、 

“专项执法设备” 的业务布局，成为国内电子数据取证龙头和网络空间安全与大数

据信息化专家。在电子数据取证业务方面，公司采取纵横发展战略：在纵向上，公司

业务由省部级单位市场逐渐向地市、区县级市场渗透；在横向上，公司业务由原先的

网络安全警种向刑侦、检察、海关等领域拓展。在大数据信息化业务方面，公司逐步

由前端的数据采集向后端的数据清洗、分析、平台应用等方向延伸，目前该业务已经

进入十个省份遍布 30 多个城市，未来随着公安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司有望在

深入理解大数据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实现业务的快速放量。我们长期看好公司在电子数

据取证和大数据平台业务方面的良好发展势头，给予“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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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维图新：公司作为国内数字地图龙头，连续多年领航前装车载导航市场，未来

通过高精度地图等技术革新有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公司近年来通过系列资源

整合，已实现从传统地图到动态内容、云端平台服务、车载手机应用、车载操作系统、

混合导航以及手机车机互联方案的车联网全产业链生态布局。收购杰发科技后，公司

将与之在前后装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并依靠自主芯片产品在车联网以及自动驾驶领域

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我们看好公司的车联网生态布局，并借助高精度地图、算法、

芯片优势切入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最终转型自动驾驶平台服务商，拓展成长空间，给

予推荐评级。 

易华录：公司是智慧城市领军企业，数据湖模式开创者。受益于智慧城市发展，

公司传统智慧交通和公共安全领域保持稳健态势，奠定公司成长基础。而新兴业务数

据湖模式有望快速复制，助力公司进一步打开成长空间。凭借蓝光存储技术，公司在

全国率先推广数据湖理念，在大数据时代具备存储卡位优势。随着徐州、泰州等项目

形成的良好示范效应逐渐显现，目前公司数据湖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复制，数据湖

生态也在和阿里云、小米、金山云、旷世科技等知名厂商的合作中逐渐完善。同时，

公司针对交通、安防等领域推出数据湖微型产品 D-BOX，已在全国 200 多个城市进

行推广，客户试用意愿明显，推广效果较好。我们长期看好在大数据时代公司掌握核

心蓝光存储技术所具备的卡位优势，给予推荐评级。 

5 风险提示 

1）政策力度不达预期 

2）订单落地不达预期 

3）市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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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葛洲坝大厦 22F 

电话：021-38991500 

传真：021-3857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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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姓名 固定电话 

北京 管峰 010-68790949-8007 

上海 刘莉 021-38991500-831 

深圳 薛靖韬 0755-8256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