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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融资新政落地，创业板或迎新机会。2 月 14 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部分条款调整涉及的相关规则，主要目

的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再融资市场化约束机制，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助力上市公司抗击

疫情、恢复生产。我们认为再融资新政改善了供给公司发行条件，尤其创业板亏损公司。目前在 71 家获得批文的创业板

公司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公司有 6 家，另外考虑到计算机公司在创业板占比较高，我们认为再融资新政利好计算机板块。 

 云办公扩容提升服务器等多方面需求。疫情突发，线上办公、线上教育和各行各业上云需求急增，云主机扩容最终带来

物理服务器扩容，服务器需求被拉动，预计龙头服务器厂商收入增速可观。建议关注浪潮信息、中科曙光、恒为科技、

宝信软件、中新赛克、紫光股份。 

 从 CPU 到服务器再到存储，云计算影响持续扩大。考虑云计算上游需求猛增对 CPU 领域的影响，目前 99%的云计算芯

片底层仍采用用英特尔 X86 架构，我们认为应加大关注国产化 X86 芯片的进展。建议关注中科曙光、中国长城、神州数

码，易华录、紫晶存储。 

 投资评级：看好，云办公等需求导致云主机扩容提升云计算上游需求。 

 风险因素：1.短期影响经济体经济下滑，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紧张。2. 国产化政策支持的变化。3.云计算上游受到海外

技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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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况： 

再融资新政落地，创业板或迎新机会 

2 月 14 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部分条款调整涉及的相关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主要目的为深化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再融资市场化约束机制，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助力上市公司抗击疫情、恢复生产，证监

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关于

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我们认为再融资新政改善了供给公司发行条件，尤其创业板亏损公司，目

前在 71 家获得批文的创业板公司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公司有 6 家，本次再融资新政对于所有未完成发行的的方案均适用，尤

其对于已发预案公司较为受益。 

 
 

图 1：近五年计算机行业增发融资公司数量（个） 

 
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近三年计算机板块亏损公司占比（个，百分比） 

 
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梳理相关有利的调整内容包括：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和锁定机制，发行价格有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均价的九折调整到八折，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数量统一调整到不超过 35 名，将锁定期缩短至 18 个月和 6 个

月，取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连续 2 年盈利的条件，减持限制放松等。再融资新政全面提升再融资供需两方的积极性，定

增发行的成功率有望大大提升，同时 2020 年定增市场规模也将迎来高速增长。我们认为利好计算机板块，主要原因计算机公

司在创业板占比高，计算机公司业务扩张有较强的融资需求，计算机行业技术更新较快，重组并购成为较好的业务拓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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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9 年至今已发定增预案计算机通信公司列表 

公司名称 所在行业 主营方向 方案进度
预募集资金总

额（亿元）
预案说明

广联达 计算机

提供以建设工程领域专业应用产品和解决方

案，搭建以产业大数据、产业新金融等为增值

服务的数字建筑平台

股东大会通过 27.00
用于造价大数据及AI应用项目，数字项目集成管理平台项目，BIMDeco装饰一体化平台项目，BIM三维图形平台项目，广联达数字

建筑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偿还公司债券

格尔软件 计算机
提供全系列信息安全产品、安全服务和解决方

案
股东大会通过 6.45 用于投资以下项目：下一代数字信任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智联网安全技术

天津磁卡 计算机
智能卡产品相关系统集成与整体解决方案的提

供商和服务商
证监会核准 18.00

拟向渤化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渤海石化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及建设渤海石化丙烷脱氢装置技术改造项

目，具体如下：渤海石化丙烷脱氢装置技术改造项目,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与税费.

中孚信息 计算机
从事信息安全技术与产品研发、销售并提供行

业解决方案和安全服务
股东大会通过 6.30

用于以下项目：1. 基于国产平台的安全防护整体解决方案，2.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监管整体解决方案，3. 运营服务平台建

设，4. 补充流动资金。

数字政通 计算机 基于GIS应用的电子政务平台的开发和推广 股东大会通过 12.10
用于如下项目：智慧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排水综合监管运维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基于多网合一

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奥飞数据 计算机 数据中心业务运营商和通信综合运营企业 股东大会通过 4.80 用于以下项目：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二期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创业慧康 计算机
提供医疗卫生信息化应用软件和基于信息技术

的系统集成业务
股东大会通过 13.18

用于“ 数据融合驱动的智为健康云服务整体解决方案项目”“ 总部研发中心扩建和区域研究院建设项目”“ 营销服务体系扩建

项目” 和“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共四个项目。

和仁科技 计算机 数字医疗信息服务提供商 股东大会通过 5.55 将用于“基于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医院一体化建设项目”。

赢时胜 计算机
专注于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系统

的应用软件及服务
股东大会通过 15.64

用于“微服务云计算平台开发项目” 、“ 数据智能应用服务平台开发项目” 、“ 智能运营管理服务平台开发项目” 及“智能

投资决策服务平台开发项目” 等四个项目。

荣科科技 计算机

积极布局智慧医疗、健康数据和智能云服务两

大领域，是国内医疗信息化产品门类齐全的供

应商

证监会核准 1.18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今创信息7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荣科科技可拓展病案管理系统领域业务

及医疗机构最前端的数据业务，为公司现有的临床信息系统和医疗可视化产品提供数据支撑和应用模块互补。公司在细分医疗数

据领域进一步延伸，促进智慧医疗战略的实现。

迪威迅 计算机 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 董事会预案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指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双赢伟业75.3977%股权）现金对价、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等

南天信息 计算机

以软件业务、集成服务业务、产品服务业务、

智慧城市业务、创新业务等五大主营业务为主

体，积极布局云业务和大数据业务

发审委通过 6.50 本次非公开投资于以下项目：金融行业智能化云平台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科蓝软件 计算机 银行IT解决方案提供商 股东大会通过 5.07

投资以下项目：1、 智慧银行建设项目，2、 非银行金融机构 IT 系统解决方案建设项目，3、 数据库国产化建设项目，4、 支

付安全建设项目，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三六零 计算机

从事互联网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安全技术)的研

发及网络安全产品的设计、研发、运营，以及

基于网络安全产品的互联网广告及服务、互联

网增值服务、智能硬件业务等商业化服务

股东大会通过 107.93

将全部用于以下方向：360 网络空间安全研发中心项目；360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项目；360 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360

智能搜索及商业化项目；360 互动娱乐平台项目；360 流量反欺诈平台项目；360 智能儿童生态圈项目；360 智能 IoT 项目；

360 新型智慧城市项目。

汇纳科技 计算机 线下实体商业消费者行为数据采集分析服务商 证监会核准 10.00 用于以下项目：1.实体商业线下数据采集网络建设项目;2.大数据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3.补充流动资金

恒实科技 通信
国内领先的智能大数据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和

运营商
股东大会通过 6.01

投资于以下项目：基于智慧能源的物联应用项目、支撑新一代智慧城市的 5G 技术深化应用项目、基于 GIS 面向下一代网络的数

字一体化设计平台项目、公司网点配置及管控升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恒信东方 通信

依托CG、VR、IP等三大基础核心能力，支撑AI

合家欢平台、场地新娱乐、云视频运营服务等

业务版块的布局与发展

股东大会通过 10.00 用于适用于 VR 开发的 AI 虚拟生态引擎系统、 VR数字资产生产项目、 VR 场地运营中心三个项目。

剑桥科技 通信
致力于成为国际ICT行业合作研发和智能生产

平台
发审委通过 7.50 用于：（ 1） 高速光模块及 5G 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项目；（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杰赛科技 通信 信息网络建设技术服务及产品的综合提供商 董事会预案 16.00
用于以下项目：1.5G 产业化项目(下一代移动通信产业化项目、5G 高端通信振荡器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2.泛在智能公共安全专

网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3.信息技术服务基地建设项目;4.补充流动资金.

铭普光磁 通信
国内领先的通信磁性元器件、通信光电部件、

通信供电系统设备制造商。
董事会预案 8.85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克莱微波95.59%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 一） 延伸通信产业布局，实现向军工电子信息领域的

拓展.（ 二） 业务协同发展.1、业务协同发展.2、资本运作平台协同.（ 三） 注入优质资产，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平治信息 通信
通过PC、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可穿戴设备

等阅读载体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数字阅读服务
董事会预案 10.18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兆能49.00%股权、杭州悠书49.00%股权、杭州云悦读（包含网易云阅读业务全

部核心资产）100%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1、 发展壮大数字阅读业务， 增强上市公司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2、 增强对标的公司

的控制能力，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管理效率。3、收购优质资产，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日海智能 通信
形成物联网、综合通信服务以及通信设备的“

三架马车”业务收入结构
证监会核准 12.34 用于以下项目：1 AIoT运营中心建设项目;2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项目;3 补充流动资金

深桑达A 通信
主要经营电子整机产品、新兴电子元器件等电

子高新技术产品
董事会预案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系统96.7186%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通过本次交易， 深桑达助力中国电子对集团内数字城市板块进行

重组整合，打造数字城市产业生态体系，快速提升竞争力。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延伸数字城市建设电子信息产业链，更好

地落实中国电子数字城市产业布局，提升上市公司在高科技工程服务和信息服务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在中国电子的战

略引领下，上市公司将充分发挥集团内部协同效应与增值服务效能。

神宇股份 通信
专业从事射频同轴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
证监会核准 3.50

用于“年产 40 万千米 5G 通信、 航空航天用高速高稳定性射频同轴电缆建设项目”，具体投入情况如下：年产 40 万千米 5G

通信、航空航天用高速高稳定性射频同轴电缆建设项目

盛洋科技 通信 从事多种射频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股东大会通过 7.00 投资于以下项目：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智能仓储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实达集团 通信 移动通讯智能终端业务、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 股东大会通过 13.00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以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 提高资产质量，降低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改

善财务状况。

亿通科技 通信
专业从事有线电视网络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及视频监控智能化工程服务
董事会预案 13.14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网信息100%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一）快速切入教育信息化领域，落实公司战略布局。

（二）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三）本次交易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

中富通 通信
致力于为通信与信息领域提供一流的通信网络

维护和通信网络优化服务
证监会核准 4.50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进一步提升公司资本实力，抓住 5G 通信行业发展的良好机遇，有效满足公司经

营规模迅速扩张所带来的资金需求，并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可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

的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亨通光电 通信
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和能源互联综

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股东大会通过 52.00

投入以下项目，并不超过以下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额：PEACE 跨洋海缆通信系统运营项目；100G/400G 硅光模块研发及量产项

目；补充流动资金。

东土科技 通信
致力于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研究，用
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各行业解决方案

董事会预案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佰能电气 100%股权；募集配套资金（ 1）收购优质资产，推进工业互联.（ 2）发挥协
同效应，提升竞争实力.2、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东土军悦 30.17%股权东土军悦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其核心产品军用
以太网交换机、 IP 音视频一体化综合平台、军用网络安全产品在上市公司的产品条线中不可或缺。;东土军悦掌握了军
队装备自主可控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完全自主设计制造可
控可信的战术一体化通信系统、视音频传输系统、网络安全系统、军事物联网系统及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资料来源：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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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云巨头 CAPEX 回升，阿里经营资本支出 19Q4 有望触底 

2 月 13 日晚，阿里巴巴发布 2020 财年第三财季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8%，至 1614.56 亿元，非公认会计准则净利润同比增长 56%至 464.93 亿元。云计算的季度收入 107.21 亿元，同比增加

6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965 亿元，同比增长 49%，主要是因为盈利能力稳健提升、资本性支出下降，以及年度服

务费保证金的增长。从经营资本支出来看，19 年 Q4 为 57.49 亿元，较 18 年 Q4 的 100 亿元同比下降了 42.5%，为最近连续

六个季度最低，我们认为 2020 年年初的疫情突发是难以预料的，随着云办公等线上需求的激增，云计算需求提速，云主机和

物理服务器需求进一步提升，阿里 2020 年全年经营资本支出有望触底反弹。 

 

 

图 3：亚马逊 CAPEX 及增速 

 
资料来源: 亚马逊公司财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4：阿里经营性资本开支及增速 

 
资料来源: 阿里巴巴公司财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亚马逊 1 月 31 日公布年度和第四季度财报，公告 2019 财年归属于普通股东净利润为 115.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04%，

营业收入为 2805.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45%。第四季度亚马逊 AWS 云服务销售额为 99.54 亿美元，同比去年 74.30 亿美

元增长 34%，运营利润为 25.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2%，2019 年 CAPEX 投资较 2018 年同比提升 12.39%，同比增速较

上一个年度回升。我们认为亚马逊作为全球云计算龙头，其 CAPEX 对于整个云计算行业是具有参考性和前瞻性的，同时云计

算的趋势具有一定的不可逆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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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扩容提升服务器 IDC 等多方面需求  

疫情突发，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线上办公、线上教育和各行各业上云的需求，云主机扩容，最终对应的是物理服务器和 IDC

的扩容，一季度本来是计算机的交付淡季，浪潮 2 月 2 日紧急复工，中科曙光 2 月初紧急复工，优先应对国家防疫信息设备

的紧急需求，其中包括政府防疫、互联网和针对疫情研究紧急需求。回归到我们对物理服务器这块的测算，按照 IDC 统计的

2018 国内的服务器出货量大概在 330 万台，19 年我们预计略微下降，以腾讯云 8 天增加 10 万个云主机来测算，我们认为腾

讯云有物理服务器 10 万台到 20 万台新增需求，与“双十一”云主机应对缓存 Cache 和交易数据库节点的压力不同，本次在

线办公需求有存储、网络带宽和时间持续性长的特点，需要调动的硬件资源较“双十一”更大，预测 20 年服务器行业增速有

望恢复到 15%到 20%，龙头服务器厂商的收入增速更为可观，服务器增加带来网络流量宽带处理能力加强，带来流量端其他

基础设施的扩容。推荐关注浪潮信息、中科曙光、宝信软件、恒为科技、中新赛克、紫光股份。 

 

 

从 CPU 到存储、大数据，云计算影响扩大 

除了考虑整机之外，还有云计算上游需求猛增对 CPU、存储等领域的影响，现在 99%的云计算芯片底层仍是基于英特尔

的 X86 芯片，需求的急迫性导致生态软件好和性价比优先，X86 芯片目前优势较为明显，我们认为应加大关注国产化 X86 芯

片的进展，目前国产 X86 体系的公司主要是天津海光，兆芯、澜起科技，云计算服务器 CPU 方面我们主要建议关注天津海光，

即中科曙光参股子公司。另外华为鲲鹏生态合作伙伴发展迅速，依托华为云，鲲鹏国产 ARM 生态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其他国

产 ARM 芯片公司天津飞腾在 19 年 11 月也发布了《从端到云-基于飞腾平台的全栈解决方案白皮书》，国产芯片厂商均有积极

备战云计算。建议关注中科曙光、中国长城、神州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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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Intel 国内数据中心需求预测 

 
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6：近年全球服务器出货量进入新增长周期 

 
资料来源: IDC，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云计算利好存储、大数据等行业。本次云办公、在线教育与“双十一”等交易峰值相比的不同就是本次对于云厂商存储

的压力倍增，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对于云厂商采购存储服务器和其他存储的产品的需求提升，另外对于大数据冷数据存储

的需求也大大提升，存储界经典的热-冷数据 28 定律，大数据中大量的数据都是非结构化数据和冷数据，未来寻找合适的冷

数据介质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目前可断电磁盘阵列，磁带和蓝光存储都应用于大量数据冷数据存储，同时存储国产化

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国产闪存领域国内长江存储等持续推进，冷数据领域蓝光存储国产化率较高，技术路线相对可控。建议

关注易华录、浪潮信息、中科曙光、紫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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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国内存储行业重要事件更新 
时间 事件 看点

2019年5月 曙光DS800多控统一存储中标国税总局数字证书升级项目
该存储系统将促进国税务总局和36个省级税务局的证书外部系统升级扩容，提升国税总局

系统支撑力、增强基础资源和集成部署能力，满足未来亿级用户对税务数字证书应用需求

2019年7月
曙光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达成合作，建设一套符合国际标

准、具备技术先进性的“临床资源深度分析和挖掘测序模块计算平台”

曙光存储凭借多年在生物基因领域积累，打造了生物基因行业云存储解决方案。通过

Scale-Out横向扩展、IB+RDMA高速互联、内核态POSIX协议、智能SSD Cache及小文件聚合

等技术，消除传统的Scale-up纵向扩展存储架构的性能局限性，解决生物基因应用中对海

量大文件存储场景高聚合带宽、小文件存储场景高IOPS的存储需求

2019年9月
曙光分布式存储系统ParaStor中标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候变化应对决策

支撑系统工程”存储扩充项目

凭借单计算节点3GB/s读写带宽以及无需停止线上业务在线动态扩容等特性，曙光存储系统

将使“气候变化应对决策支撑系统”分析处理能力提升至少1/3

2019年10月 曙光中标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医学大数据设施-信息系统基础平台”项目

曙光依托ParaStor构建的大规模存储系统，以生物医学大数据的高安全保藏为技术核心，

支撑高通量专业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人工智能挖掘。实现生物医学大数据资源的汇聚、管

理、共享和分析，成为面向全社会的生物医学大数据标准化整合、安全管理、高效共享的

存储中心

2019年11月
曙光DS800多控统一存储、ParaStor分布式存储系统中标农业农村部核心存

储项目

项目为农业农村部数据中心和大数据平台提供基础存储软硬件支撑，构建用于支撑农业农

村大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发布和服务的数据存储体系，大幅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经

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的发展

2019年11月 浪潮与英特尔加深合作，傲腾存储平台即将起飞
浪潮与英特尔联合宣布，双方将加深在存储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以傲腾（Optane）SSD为

代表的创新存储技术在企业级存储系统中的应用与推广

2019年11月 Gartner分布式存储全球用户评测，浪潮存储以4.9分居首

Gartner公布了2019年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对象存储全球用户评测（Gartner PeerInsights:

Reviews for Distributed File Systems and Object Storage）。Dell EMC、NetApp、

浪潮、IBM、Pure Storage、华为等25家全球主流存储厂商参与，浪潮存储以4.9分居首

2019年11月 Gartner发布分布式文件系统关键能力报告，浪潮存储居全球前三
Gartner发布了分布式文件系统关键能力报告，浪潮存储连续两年进入该报告，并在五大关

键场景能力得分中均排名全球前三

2019年11月 同有科技：公司已服务央行等金融客户的多个核心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通过对客户痛点的深刻认知和理解，同有科技为金融领域客户量身打造了极致性能全闪存

系统、高可用数据容灾等存储解决方案和顾问式服务，已成功服务于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

客户的多个核心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2019年12月 曙光ParaStor中标东方物探NAS并行存储系统采购项目
曙光分布式存储系统ParaStor为东方物探所（简称：BGP）提供了30个节点的存储集群，支

撑了GeoEast石油地震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应用软件系统的稳定运行

2019年12月 曙光存储助力“京雄高铁”构建智能化综合视频分析平台
针对铁路等交通部门普遍存在的运维人员不足情况，曙光ParaStor提供了一致化、智能化

、自动化的维护管理工具，避免给运维人员增加额外负担

2019年

曙光存储中标上海、广州“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工程项目，助力

G40沪陕高速公路（长江隧桥段）、G1503上海绕城高速公路（南环段）、

G1503上海绕城高速公路（北环段）等全国多个路段中心系统升级改造

曙光提供的高速公路路段中心存储系统，支持ETC计费、监测门架、大数据采集分析等应用

稳定运行，助力全国高速公路提升管理效能

2019年12月 浪潮存储推出中国首款采用傲腾双端口NVMe SSD的全闪存储
浪潮存储推出中国首款采用傲腾双端口SSD的中端全闪存储AS5000G5-F系列。AS5000G5-F

系列实现了高达800万IOPS、0.1ms延时，是当前业界最高性能的中端存储

2020年1月 浪潮存储助力“中国天眼”

浪潮以总金额2785.5 万元中标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数据存储计算及传输项目。浪潮

存储给FAST构建了分布式存储平台，以50个高密度节点，提供了30PB可用容量、50GB/s以

上的带宽，满足FAST的海量并可弹性拓展的数据存储需求

2020年1月 IDC最新报告：浪潮分布式存储AS13000销售额增速中国第一
中国SDS市场第三季度销售额2.658亿美金，同比增长29.9%。其中，浪潮分布式存储销售额

同比增长93.6%。是业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增速居中国市场第一

2020年2月 浪潮为医学影像系统提供存储平台支撑
特殊时期，浪潮为抗击疫情尽科技之力，为PACS医学影像系统提供存储平台支撑和服务支

持，维持设备的正常工作，确保PACS系统稳定运行

2020年2月 Gartner发布全球分布式文件与对象存储VoC四象限报告，XSKY和华为入围
国内厂商XSKY和华为成功入围Gartner的Peer Insights客户之声四象限报告，XSKY是所有

入围厂商里面唯一受到客户100%推荐的厂商

2020年2月 IBM抛弃Storwize名字，Storwize产品系列融入新Flashsystem，实现2 in 1

Flashsystem以后不仅仅是全闪了。有消息称华为OceanStor未来和Dorado也会合并，EMC

的PowerStor下一代中端也会融合老的几个中端产品。产品融合，平台融合已经成为传统存

储大公司降低研发成本的一个法宝

2020年2月 Gartner最新预测：外部存储加速下滑，2023年95%的数据都在DAS/SDS里

Gartner预测到2020年，与贸易问题相关的全球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将超过对ECB存

储市场的任何直接影响；到2023年，将有15％的企业外部基于控制器（ECB）的购买者将实

施基于消费的新模型来部署ECB存储

2020年2月 昆腾收购西数ActiveScale对象存储业务
昆腾把西数ActiveScale对象存储业务纳入到自己的产品组合里面，配合StorNext Scale-

out NAS和磁带库，构造了一个较完整的第二存储产品线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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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看好：云办公等需求导致云主机扩容提升云计算上游需求。 

 

风险因素 

宏观风险：短期影响经济体经济下滑，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紧张。 

政策风险：国产化政策支持的变化，以及党政军国产化推进进度的不确定性。 

技术风险：技术路线发展的不确定性，云计算上游受到海外技术限制。 

 

重点公司 

浪潮信息：1 月 17 日公告归母净利润 8.56-9.88 亿元，同比 30-50%，归母扣非 7.29-8.6 亿元，同比增长 18.86-40.34%，

预告业绩超我们的预期，预计主要受益于行业景气度逐步回暖以及订单部分转移，我们认为 20 年公司将受益于云计算和 5G

景气度恢复，以及竞争格局变好。  

浪潮信息主要下游客户互联网和云计算厂商 20 年将保持持续增长，浪潮的下游市场以充分竞争的互联网市场为主，工厂

复工延时带来短期影响，一旦生产恢复，预计二季度订单将有明显提升，结合竞争格局变化带来利润率改善，20 年预计净利

润约在 12-14 亿。 公司正处 5G 和云计算高景气周期初期，预计配股落地在一个月左右，推荐关注。 

中科曙光：公司在 19 年五月份上美国 BIS 限制清单之后，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7.81 亿元，仍保持了同比增长 24.24%，

归母净利润 2.50 亿元，同比增长 43.57%，预计与前期备货有关，虽然预测单四季度收入会有一定影响，总体与我们 19 年 5

月给出的超算业务影响有限，存储和云计算软件影响小，通用服务器有影响（但主要在收入）的判断一致。目前来看公司经

营维持良好，子公司芯片进展顺利，主营方面已经基本完成服务器设备业务的新部署。 

在本次疫情期间，公司 1 月 29 日宣布联合业界伙伴共同向相关科研机构免费提供超 100PFlops 算力的强大计算资源，

助力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科研攻坚，成都超算大项目方面 2 月 3 日甲方单位领导完成现场疫情防控检查，公司正积

极筹备完善防疫措施并做好复工准备，我们判断超算大项目短期受复工影响，但园区筹备工作准备充分，后续仍可能赶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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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荐关注。 

宝信软件：1 月 23 日公告预计 2019 年度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2018 年度报告披露数据）增加 1.7 亿元到 2.4 亿元，同

比增长 25%到 36%，考虑武汉工技 18 年同期亏损 2.29 亿元，报表调整后，2019 年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期增加 4 亿元到 4.7

亿元，对应到调整后 19 年归母净利润是 8.4 亿到 9.1 亿元，同比增长 91-107%。公司预计 2019 年归母扣非净利润较同期增

加 2 亿到 2.8 亿元，同比增加 33%到 46%，对应 19 年归母扣非净利润是 8.04 亿到 8.84 亿元，预增业绩超我们的预期。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对武汉地区影响较大，预计也将短期（约 1-2 个季度）影响宝信的武钢信息化业务，公司 IDC 业务以

及宝钢信息化基本面良好，以互联网客户为主的四期 IDC 在 2020 年预计将持续上架贡献业绩，持续看好 5G 信息基建方向和

钢铁信息化，维持预测 19 年净利润 8.6-8.8 亿元，20 年 11-12 亿元。 

恒为科技：网络可视化领先厂商，自主可控静待爆发。电信运营商 19 年集采已经将该设备采购进行单独的集采，意味着网

络可视化/汇聚分流设备逐渐成为信息基础设备的一部分，重要性提升。政府方面采购经历 19 年小年，20 年随着云计算和 5G

的爆发有望全面恢复增长。 公司主营业务以网络可视化前端设备为主，该业务分为运营商和政府两块，近三年网络可视化保

持 30%的复合增速。 

嵌入式融合计算业务发布了主要基于飞腾芯片的解决方案，受自主可控国产化影响，20 年对国产化设备需求进一步提升。

预计 2019-2020 年净利润 1.2 亿元-1.6 亿元。推荐关注。 

金山办公：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办公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 WPS Office 办公软件产品及服务的设计研发及销售推广。

公司服务主要包括基于公司产品及相关文档的增值服务及互联网广告推广服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多平台应用解决方案。

截至 2019 年 3 月，公司主要产品月度活跃用户数（MAU）超过 3.28 亿，其中 WPS Office 桌面版月度活跃用户数超过 1.32

亿，领先其他国产办公软件；WPS Office 移动版月度活跃用户数超过 1.87 亿；公司其他产品（如金山词霸等）月度活跃用户

数接近 0.10 亿。近期，公司与华为展开广泛合作，将基于自身文档技术积累，双方携手为移动办公带来智能新功能。 

疫情刺激下的云办公市场需求促使金山主要产品用户量激增，金山专注于文档在线处理、协作以及存储的业务布局为公司打

造核心竞争力。预计在协同办公、文档在线存储等的需求驱动下，借助办公软件云化业务，未来公司竞争优势有望得到持续

巩固。推荐关注。 

泛微网络：公司深耕协同管理软件领域，并致力于以协同 OA 为核心帮助企业构建全员统一的移动办公平台。公司以标准化

的产品和服务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已成功服务于全国上万家企事业单位客户；针对不同类型客户公司提供不同规模、组织类

型、部署方式的产品，主要包括：e-cology(大中型政企私有云部署)、e-office（中小型企业私有云部署）和 eteams（移动办

公云平台）。E-cology 产品方面，目前公司已发布全新协同办公平台 e-cology9.0 系列，凸显“智能化、平台化、全程电子化”

三大核心特色，大幅提升移动办公体验；公司是行业内最早布局 SaaS 产品线的公司，并将其单独成立公司运作，eteam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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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时七年打造的新一代云 OA 产品。截至 2018 年，已有 40 万企业注册并使用 eteams。公司已与企业微信达成深度合作，

借助企业微信内外连通能力，提供各种内外协同办公应用及场景解决方案，共同推广 eteams 市场。 

易华录：公司致力于通过建设政府大数据基础设施，打造数据湖生态运营，通过协同生态合作伙伴开发公安交通、公共安全、

健康养老、政务、医疗、教育和信用等行业的大数据应用产品。近年来，公司在全国主要城市积极布局数据湖项目，公司以

数据湖为主体，协同发展大交通、大安全、大健康业务的“1+3”发展战略，将大数据产业作为公司的核心发展内容，并围绕

数据产生、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运营与应用及数据安全等内容开展数据湖生态打造。 

    疫情当前，易华录产品优势凸显。易华录成都数据湖项目公司携手国家部门运用算法、AI智能助力区域疫情的态势呈现、

疫情可疑事件监测预警、疫情趋势研判，为精准防疫提供科学工具。数据湖应用服务能有效提升政府城市治理能力，提高政

府民生服务水平和质量，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在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响应下，易华录数据湖生态系列产品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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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姓名     手机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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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张  华 13691304086 zhanghuac@cindasc.com 

华北 唐  蕾 18610350427 tanglei@cindasc.com 

华东 王莉本 18121125183 wangliben@cindasc.com 

华东 文襄琳 13681810356 wenxianglin@cindasc.com 

华东 张思莹 13052269623 zhangsiying@cindasc.com 

华东 吴  国 15800476582 wuguo@cinda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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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及信息披露 http://www.cindasc.com        11 

分析师声明 

负责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分析师在此申明，本人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表述的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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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具有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由信达证券制作并发布。 

本报告是针对与信达证券签署服务协议的签约客户的专属研究产品，为该类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辅助和参考，双方对权利与义务均有严格约定。本报告仅提供给上述特定客户，并不面向公众

发布。信达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电话、短信、邮件提示仅为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对本报告的参考使用须以本报告的完整版本

为准。 

本报告是基于信达证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编制，但信达证券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最初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

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涉及证券或投资标的的历史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保证。在不同时期，或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致使

信达证券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信达证券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仅供参考，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请。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信达证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会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信达证券所有。未经信达证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若信达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

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信达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信达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如未经信达证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信达证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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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 

本报告中所述证券不一定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销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

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信达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