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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行业周报(7.29-8.4) 

19Q1 公有云增速达 68%，关注 AI 和云产业 
 

本周计算机板块指数下跌 1.68%，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68%，表现消

极，主要受美国周二宣布降息影响，以及外部关税负面影响波澜再起，而板

块指数跑赢大盘近 1 个百分点，可见外部负面性对于计算机高弹性板块的影

响正在逐步弱化。 

 本周观点：（1）完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指引，鼓励企业

全面创新。8 月 1 号科技部发布关于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重点提出“开展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

促进成果扩散与转化应用，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和引导中小微企业和行业

开发者创新创业”四方面重点任务，本质是鼓励科技创新企业通过申报

国家级新一代人工智能平台，促使其加注人工智能平台级的技术研发和

行业应用推广。（2）2019Q1 国内公有云市场增速近 68%。根据 IDC 最新

发布的《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2019 第一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19Q1

中国公有云服务整体市场规模（IaaS/PaaS/SaaS）达到 24.6 亿美金，同比

增长 67.9%。其中，IaaS 市场增速有所减缓，同比增长 74.1%；PaaS 市场

依然保持高增长，增速为 101.9%。 

 投资推荐：重点推荐 SaaS 领域的用友网络、广联达，云硬件领域的紫光

股份、浪潮信息，人工智能应用效果显著的中科创达。 

 本周行情：本周计算机板块下跌 1.68%，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68%。各子

板块中涨幅靠前的是工业互联网（0.71%）、云计算（-1.25%）和智慧医

疗（-1.69%）。个股方面，本周涨幅靠前的为捷顺科技（11.56%）、恒锋

信息（10.57%）、鼎捷软件（10.01%）、康拓红外（9.72%）和创意信息

（8.26%），跌幅靠前的为数字政通（-11.12%）、银之杰（-10.56%）和顶

点软件（-10.50%）。 

 重要公司公告：（1）广联达：公司于 7 月 31 日公告了 2019 年半年度报

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8 亿元，同比增长 28.72%；实现

营业利润 1.28 亿元，同比下降 19.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0.89 亿元，同比下降 39.13%。（2）大华股份：公司于 7月 30日公告了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8.07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0.11%，实现营业利润 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73%，实现利

润总额 13.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0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3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1%。 

 行业要闻：（1）国家统计局：新动能成为支撑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 7 月 31 日发布 2018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

数，据测算，以 2014 年为基数，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指数持续较快增长势头。（2）科技部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文件明确，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重点

由人工智能行业技术领军企业牵头建设，鼓励联合科研院所、高校参与

建设并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3）医保局正式发文，互联网医疗也将纳

入医保报销。表示将尽快出台“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

策文件，指导督促各地落实到位。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预期；技术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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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与投资建议 

19Q1 公有云增速达 68%，关注 AI 和云产业 

本周计算机板块指数下跌 1.68%，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68%，表现消极，主要受美国周二宣布降

息影响，以及外部关税负面影响波澜再起，而板块指数跑赢大盘近 1 个百分点，可见外部负面性对

于计算机高弹性板块的影响正在逐步弱化。 

完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指引，鼓励企业全面创新。8 月 1 号科技部发布关于印发《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重点提出“开展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促

进成果扩散与转化应用，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和引导中小微企业和行业开发者创新创业”四方面重点

任务，本质是鼓励科技创新企业通过申报国家级新一代人工智能平台，促使其加注人工智能平台级

的技术研发和行业应用推广。 

2019Q1 国内公有云市场增速近 68%。根据 IDC 最新发布的《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2019 第一季度）

跟踪》报告显示，2019Q1 中国公有云服务整体市场规模（IaaS/PaaS/SaaS）达到 24.6 亿美金，同比增

长 67.9%。其中，IaaS 市场增速有所减缓，同比增长 74.1%；PaaS 市场依然保持高增长，增速为 101.9%。 

 

图表 1. 2018-2019Q1 中国公有云市场季度分析 

 

资料来源：IDC，中银国际证券 

 

市场集中度提升，百度 IaaS 值得关注。从 IaaS 和 PaaS 整体市场份额来看，阿里、腾讯、中国电信、

AWS、百度和华为占据了 80.2%的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从 IaaS 市场来看，公有云服务

商竞争日趋激烈。阿里、腾讯、中国电信、AWS 依然位居前四，总共占据 70.2%的市场份额；金山、

华为和百度市场规模相当接近，随着一季度华为和百度 IaaS 业务的快速增长，三家厂商均录得了第

五位（5.2%）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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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9Q1 中国公有云 IaaS 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IDC，中银国际证券 

 

从产业发展长期规律和政策催化短期角度，我们建议关注云硬件产业链，SaaS 转型进展顺利的软件

企业和提前布局人工智能的优质企业。 

 

投资建议 

重点推荐 SaaS 领域的用友网络、广联达，云硬件领域的紫光股份、浪潮信息，人工智能应用效果显

著的中科创达。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技术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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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与个股表现 

板块涨跌幅 

本周计算机板块下跌 1.68%，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68%。各子板块中涨幅靠前的是工业互联网（0.71%）、

云计算（-1.25%）和智慧医疗（-1.69%）。 

 

图表 3. 指数表现 

-4%

-2%

0%

2%

4%

6%

8%

10%

12%

计算机(申万) 沪深30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4.计算机行业子板块涨跌幅 

0.71%

-1.25%
-1.69% -1.72% -1.78%

-2.33% -2.36% -2.50%

-3.52%

-4.02%

-5%

-4%

-3%

-2%

-1%

0%

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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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涨领跌个股 

个股方面，本周涨幅靠前的为捷顺科技（11.56%）、恒锋信息（10.57%）、鼎捷软件（10.01%）、康

拓红外（9.72%）和创意信息（8.26%），跌幅靠前的为数字政通（-11.12%）、银之杰（-10.56%）和

顶点软件（-10.50%）。 

 

图表 5. 领涨领跌个股涨跌幅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分板块看： 

（1）云计算板块领涨前三分别为紫光股份（3.45%）、宝信软件（3.22%）、神州数码（2.06%）； 

（2）人工智能板块为思创医惠（2.45%）、美亚柏科（0.75%）、赛为智能（0.58%）； 

 （3）金融科技板块为润和软件（5.45%）、广联达（5.06%）、新大陆（2.35%）； 

 （4）智慧医疗板块为创业慧康（6.27%）、卫宁健康（4.99%）、思创医惠（2.45%）； 

 （5）网络安全板块为南洋股份（5.15%）、中孚信息（4.36%）、卫士通（1.95%）； 

 （6）电子政务板块为广联达（5.06%）、太极股份（0.99%）、科创信息（0%）； 

 （7）国产软硬件板块为捷顺科技（11.56%）、广联达（5.06%）、卫宁健康（4.99%）； 

 （8）安防监控板块为立昂技术（8.62%）、苏州科达（-2.55%）、高新兴（-3.33%）； 

 （9）工业互联网板块为宝信软件（3.22%）、卫士通（1.95%）、用友网络（0.78%）； 

 （10）智慧城市板块为捷顺科技（11.56%）、卫宁健康（4.99%）、太极股份（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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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各板块涨幅居前 3 支股票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重要公告 

【大华股份】公司于 7 月 30 日公告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8.07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11%，实现营业利润 13.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73%，实现利润总额 13.6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0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3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1%。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技术能力，深耕国内市场，稳步推进海外市场的

发展，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广联达】公司于 7 月 31 日公告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8 亿

元，同比增长 28.72%；实现营业利润 1.28 亿元，同比下降 19.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0.89 亿元，同比下降 39.13%。 

【中新赛克】公司于 7 月 31 日公告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413.83

万元，同比增长 26.12%；利润总额为 7.31 亿元。同比增长 3.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3 亿元，同比增长 6.84%。 

【华宇软件】公司于 8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持有北

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8,388,32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4%）的董事、

副总经理赵晓明先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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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行业新闻 

1、宏观 

国家统计局：新动能成为支撑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家统计局 7 月 31 日发布 2018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据测算，以 2014 年为 100，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 123.5、156.7、210.1 和 270.3，分别比上年增长 23.5%、26.9%、34.1%

和 28.7%，持续较快增长势头。（金融时报） 

超过 80 家科创板申报企业“中止”，保荐代表人：多数企业财务数据已到期 

上交所官网今日显示，瑞松科技、卓易科技、聚辰股份、优刻得、神工股份、国盾量子、白山科技

等超过 80 家公司中止科创板上市申请。对此，国内某资深券商保荐机构负责人向《科创板日报》记

者透露称，大多数企业申报时用的去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只有少数用的是今年 3 月 31 日，截至今

年 7 月 31 日已全部过期。(科创板日报） 

 

2、人工智能 

科技部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 

科技部日前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文件明确，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重点由人工智能行业技术领军企业牵头建设，鼓励联合科研院所、高校参与建

设并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原则上每个具体细分领域建设一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不同开放创新平台所属细分领域应有明确区分和侧重。（科技日报） 

中国新型类脑计算芯片首登《自然》封面 

清华大学施路平团队近日发布研究成果——类脑计算芯片“天机芯”。该芯片是世界首款异构融合

类脑芯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既可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支持人工神经网路的人工智能芯片。目前，

该成果已在《自然》杂志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实现了中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自然》论文

零的突破。（人民日报） 

人工智能企业云知声推出机器人操作系统 KEROS 2.0 

7 月 31 日，人工智能企业云知声推出了新一代机器人操作系统 KEROS 2.0。云知声副总裁康恒认为国

内的儿童教育机器人市场正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而且情况似乎还不如前两年。与 KEROS 2.0

一同发布的，还有云知声的首款儿童机器人硬件产品“聪聪”，聪聪是首款搭载 KEROS 2.0 的多模态

AI 教育机器人，售价 1599 元人民币。（36 氪） 

 

3、5G 

中国联通自主 5G 终端先锋者 1 号发货：下行近 1.9Gbps 

中国电信内部人士透露，中国电信已经在部分城市推出 5G 体验包套餐，可享受每月赠送的 100G 大

流量，体验期为两个月。此前，中国移动也公布了“5G 测试统一套餐”详情，套餐每月包含 200G

流量、1000 分钟语音、100 条短信。另外一位中国电信内部人士表示，9 月份三大运营商将同步推出

正式的 5G 套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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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疗 IT 

医保局正式发文，互联网医疗也将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医保局在《对进一步科学规划“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建议》的答复中明确，将继续落实国务

院有关规定，配合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协同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尽快出台“互联网+”医

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文件，指导督促各地落实到位。（新浪医药） 

 

附表 7. 上期周报推荐及关注个股涨跌幅回顾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一周区间涨跌幅(%) 

300451.SZ 创业慧康 6.27 

002410.SZ 广联达 5.06 

300253.SZ 卫宁健康 4.99 

600588.SH 用友网络 0.78 

300036.SZ 超图软件 (1.80) 

300559.SZ 佳发教育 (2.88)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附表 8. 报告中涉及推荐及关注的上市公司估值表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评级 股价 市值 每股收益(元/股) 市盈率(x) 

   (元) (亿元) 2018A 2019E 2018A 2019E 

600588.SH 用友网络 买入 28.51 708.8 0.25 0.32 114 90 

002410.SZ 广联达 买入 35.3 397.67 0.39 0.46 91 76 

000938.SZ 紫光股份 买入 34.44 703.58 0.83 1.59 41 22 

000977.SZ 浪潮信息 买入 21.23 273.71 0.51 0.72 42 30 

300496.SZ 中科创达 增持 32.12 129.4 0.41 0.60 78 53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注：股价截止 2019 年 8 月 2 日，未有评级公司盈利预测来自万得一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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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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