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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要闻及简评：1）工信部公布 2019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工业互联网建设包括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本次公布的名单，

在网络方向、平台方向和安全方向都列出了试点示范项目，将为我国工业

互联网三大功能体系的建设提供示范，有力推动我国工业互联网体系建设

的发展。2）中科曙光联合发布协同办公系统“光圈儿”。 受新冠疫情的

影响，钉钉、企业微信等在线办公软件的使用量激增，新的在线办公软件

也在推出。疫情期间，数以亿计用户的在线办公习惯得到了培养，企业也

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在线办公。企业在疫情期间培养的对于在线办公的适

应性，将加快在线办公未来渗透率的提升。我国在线办公市场未来发展潜

力很大。 

 重要投融资事件：1）中孚信息公告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3 亿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拟投资于“基于国产平台的安全防护整体解决方案”等四个项目。2）

佳都科技公告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不超过 29.8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来补充流动资金。3）麦迪

科技公告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额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一周行情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6.65%，沪深 300 指数下跌

5.05%，前者跑输后者 1.6 pct。计算机行业表现不佳。截至上周最后一个

交易日，计算机行业市盈率为 59.48。计算机行业 229只 A股成份股中，

29只股价上涨，200只下跌。 

 投资建议：上周，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6.65%，行业表现不佳。行业

市盈率为 59.48。新冠疫情全球风险提升，对市场风险偏好产生了影响，

计算机行业指数和行业市盈率在近几周连续上涨之后首次下降。短期内可

适度关注回调风险。中长期来看，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在线办公市场未

来发展潜力很大。计算机行业也将回归到“固本”、“开源”的主逻辑。我

们看好云计算、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基础软硬件、在线办公、医疗信

息化、金融信息化等主题的投资机会，推荐恒生电子、中科创达、卫宁健

康、中国长城、绿盟科技、中新赛克、用友网络、启明星辰、广联达、超

图软件、浪潮信息，建议关注深信服、和仁科技、长亮科技。 

 风险提示：1）疫情控制不及预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央和地方正在

多措并举，加强防控，市场预计疫情大概率短期内得到控制并消除。但是

一旦疫情持续期过长或者影响的地区快速扩大，对计算机行业的影响将会

显著放大，全年业绩增长可能不及预期甚至出现下滑。2）政企 IT 支出力

度不及预期。经济下行和疫情的影响正在叠加，如果项目实施出现大量推

迟或者取消的现象，相关公司的订单和收入都会受到影响。3）新技术研

发及应用进展低于预期。基础软硬件研发难度大，如研发遭遇瓶颈或应用

推广缓慢，对相关企业的业绩释放可能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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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要闻及简评 

1、工信部公布 2019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2月 25日，工信部公布 2019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名单包括网络方向、平台方向和安

全方向三个部分。其中，网络方向包括 29 个项目，平台方向包括 35 个项目，安全方向包括 17 个

项目。（工信部网站 2/25） 

简评：工业互联网建设包括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本次公布的名单，在网络方向、平台

方向和安全方向都列出了试点示范项目，将为我国工业互联网三大功能体系的建设提供示范，有力

推动我国工业互联网体系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完整，工业体量庞大，未来工业互联网的

市场需求空间广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 31.7 万亿元，假设我国

工业互联网未来市场规模占工业增加值总量的比例为 1%，则我国工业互联网未来的市场规模将是数

千亿量级。 

2、中科曙光联合发布协同办公系统“光圈儿 

2月 25日，中科曙光联合发布安全可信协同办公系统“光圈儿”。“光圈儿”主要面向对信息保密性

要求非常高的政府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可满足办公协作、即时通讯等不同场景的需求。（中科曙

光微信公众号 2/26） 

简评：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钉钉、企业微信等在线办公软件的使用量激增，新的在线办公软件也在

推出。疫情期间，数以亿计用户的在线办公习惯得到了培养，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在线办公。

习惯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为在线办公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企业在疫情期间培养的对于

在线办公的适应性，将加快在线办公未来渗透率的提升。我国在线办公市场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二、 重要投融资事件 

【中孚信息】公司公告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3 亿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基于国产平台的安全防护整体解决方案”、“基于大数

据的网络安全监管整体解决方案”、“运营服务平台建设”、“补充流动资金”等四个项目。（公司公告 

2/27） 

【佳都科技】公司公告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29.80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来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公告 2/27） 

【麦迪科技】公司公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额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公告 2/27） 

 

三、 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6.65%，沪深 300指数下跌 5.05%，计算机行业指数跑输 1.6pct，计算

机行业表现不佳。年初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指数累计上涨 19.17%，沪深 300 指数

累计下跌 3.82%，计算机行业指数累计跑赢 22.99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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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年初以来计算机行业指数相对表现 
  

图表2 上周计算机及各行业指数涨跌幅表现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整体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59.48。上周，计算

机行业 229只 A股成份股中，29只股价上涨，200只下跌。 

图表3 上周计算机行业涨跌幅排名前 10位个股 

涨幅前 10位 跌幅前 10位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1 真视通 14.34 62.08 1 山石网科 -22.77 63.30 

2 德赛西威 12.66 40.40 2 安博通 -22.11 69.50 

3 方直科技 12.09 146.77 3 虹软科技 -19.59 59.67 

4 卫宁健康 9.87 27.05 4 优刻得 -19.19 91.42 

5 立思辰 9.10 39.70 5 诚迈科技 -18.23 36.67 

6 久远银海 8.42 16.41 6 顶点软件 -17.95 36.68 

7 华平股份 7.09 79.69 7 赛为智能 -17.84 40.59 

8 南洋股份 6.43 17.10 8 金财互联 -17.82 15.87 

9 千方科技 6.24 33.00 9 航天宏图 -17.74 66.22 

10 常山北明 5.70 66.99 10 海量数据 -17.66 58.47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投资建议 

行业观点：上周，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6.65%，行业表现不佳。行业市盈率为 59.48。新冠疫

情全球风险提升，对市场风险偏好产生了影响，计算机行业指数和行业市盈率在近几周连续上涨之

后首次下降。短期内可适度关注回调风险。中长期来看，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在线办公市场未来

发展潜力很大。计算机行业也将回归到“固本”、“开源”的主逻辑。 

投资策略：我们看好云计算、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基础软硬件、在线办公、医疗信息化、金融

信息化等主题的投资机会。 

相关标的：推荐恒生电子、中科创达、卫宁健康、中国长城、绿盟科技、中新赛克、用友网络、启

明星辰、广联达、超图软件、浪潮信息，建议关注深信服、和仁科技、长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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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提示 

1） 疫情控制不及预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央和地方正在多措并举，加强防控，市场预计疫情

大概率短期内得到控制并消除。但是一旦疫情持续期过长或者影响的地区快速扩大，对计算机

行业的影响将会显著放大，全年业绩增长可能不及预期甚至出现下滑。 

2） 政企 IT 支出力度不及预期：经济下行和疫情的影响正在叠加，政企客户可能出现控制支出的

情况，如果项目实施出现大量推迟或者取消的现象，相关公司的订单和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3） 新技术研发及应用进展低于预期：基础软硬件研发难度大，且产品性能和稳定性都同国际成熟

产品存在较大差距，如研发遭遇瓶颈或应用推广缓慢，对相关企业的业绩释放可能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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