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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行业观点：行业增速回落，商誉增长明显放缓 

截止上周末，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均已完成 2018 年年报的披露，我们对上市公司整体的经营情况进行了一定总结。 

2018 年行业上市公司总计实现营业收入 6304.1 亿元，同比增长 17.76%。2018 年公司营收增速的中位数为 13.60%。2018

年计算机行业营收仍然维持较快增长，其中整体法得到的营收同比增速回升，中位数法得到的营收增速有所下降。相较而言，

用整体法计算得到的同比增速有着更强的波动性，2018 年整体营收增速的回升或与部分规模较大公司的业绩表现相关性较

大。考虑到行业内公司规模差异较大，中位数法得到的增速更能反映行业整体的运行状况。 

2018 年行业上市公司总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372.0 亿元，同比增长 5.85%（已剔除部分利润波动异常的公司）。2018 年公司

归母净利润增速的中位数为 9.08%。2018 年计算机行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明显下降，其中整体法下降幅度更大，中位数

法得到的同比增速已经在 10%以内。2018 年计算机行业营收及归母净利润仍然保持增长，但同比增速已经自 2016 年的阶

段性高点以来逐渐下行（从中位数法来看）。 

从业绩增速分布来看，营收同比增速为正的公司有 157 家，占比 75.8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正的公司有 119 家，占比

61.66%。从细分增速区间来看，2018 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速在大于 50%和 20%~50%区间比例相对 2017 及 2016 年均有所

下降，在 0~20%区间比例小幅上升，致使营收同比增速为正的公司比例下降约 5 个百分点，意味着更多的公司由营收正增

长向负增长转变。2018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在大于 50%、20%~50%和 0~20%区间比例均相对 2017 年有所下降，

而在-20%~0 和-50%以下区间比例明显提升。2018 年更大比例的公司存在营收及利润下降的情况，未来基于公司业绩的基

本面梳理需更加谨慎。 

从主要财务指标上来看，以中位数法进行计算，2018 年行业销售毛利率及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36.86%和 9.22%，分别同比

下降 2.65和 1.55个百分点，且均处在自 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行业盈利能力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行业销售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7.86%、18.78%、0.09%，同比分别变化 0.005、0.06、-0.06 个百分点，基本保持 2017

年费用率水平。管理费用中，研发费用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且在总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明显提升。2018 年计算机行业研发费

用占总营收的比重为 8.05%，同比提升 0.29 个百分点，研发费用率连续两年持续提升。 

2018 年计算机行业商誉规模合计为 1016.4 亿元，同比增速仅为 0.24%，增速明显放缓。2018 年计算机行业商誉在总资产

中的占比为 9.91%，与 2017 年的 11.09%相比下降约 1.18 个百分点，在净资产中的占比为 17.47%，与 2017 年的 19.02%

相比下降约 1.55 个百分点。2018 年计算机行业商誉减值损失合计达到 135.04 亿元，相较 2017 年的 28.62 亿元增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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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商誉规模增速放缓以及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已经释放了部分商誉减值风险。商誉减值也是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放

缓的一个重要原因。考虑到总商誉在总资产及净资产中的占比仍然处在高位，相关商誉减值风险依旧值得关注。 

计算机行业 2018 年整体的营收及净利润增速放缓，其中净利润增速放缓程度更为明显。一方面，从行业内公司业绩增速分

布来看，营收及归母净利润保持增长的公司比例均明显下降，且归母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公司比例提升明显；另一方

面，行业毛利率及净利率出现持续下滑，各项费用率基本保持稳定，使得行业净利润增长承受一定压力。2018 年行业商誉

规模同比增速明显下降，商誉减值损失增长明显，商誉减值风险得到一定释放，但商誉规模占总资产及净资产的比重依旧处

在较高状态。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风险；政策不及预期风险；商誉减值风险。 

 本期【卓越推】暂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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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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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准确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分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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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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