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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广义信息安全高景气信号频出

• IT“漏洞”催生广义信息安全本质需求；政策持续推进，安全是顶层设计。

• 2020Q1相关厂商大规模招人，统信软件招聘5000人，麒麟软件发布千人招聘计划。

• 2020年广义信息安全从小时代进入中时代：行业空间扩大。

 安全硬件国产化牵引规模达180亿元

• 党政军用户对于网安产品国产化具有刚性需求。

 2019H2后产品迭代明显加快：国产IT产品经过20+年迭代，从可用迈向好用

• 2019Q4操作系统发布重要产品UOS。

• 芯片历经三次重要迭代，2019年进入产品好用阶段。

• 数据库、中间件产品已经满足重点行业一般应用，复杂应用开始渗透；WPS产品成熟度最高。

• 系统集成建议重点关注订单能力强产商。

 相关标的：金山办公（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自主可控领军）、纳思达（利润四年CAGR 34%的打印机自主可控追求

者）、会畅通讯（与UOS深度合作的云视频应用领军）、太极股份（现金流和毛利率是收入结构改善验证）、中国

软件（国产操作系统绝对领军）、中国长城（国芯与整机双驱动）、启明星辰（行业景气下多重利好的网安龙头）、

深信服（安全利基市场成长的千亿级ICT航母）、航天信息（最核心系统集成商之一）。其他建议关注标的参见正文。

 风险提示：1）国产IT软硬件产品依然整体落后。2）国产IT软硬件主要面向政府销售，需要考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3）产品量产后存在降价风险。4）相关公司短期PE估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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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T软硬件潜在“漏洞”催生广义信息安全本质需求

 Intel ME硬件后门

• Intel ME程序相当于一个小型、低功耗的电脑系统

• 理论上，ME可以在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读写用户数据、
ME功能没有公开方式关闭。

 Windows系统漏洞引起的网络攻击

• 2019年5月，堪比“永恒之蓝”的Bluekeep高危远程漏洞，让全
球400万台主机暴露在漏洞的暴风眼下。

• 2020 年 1 月 ， Win7 停 服 前 夕 ， 针 对 IE 和 火 狐 浏 览 器 的 “ 双
星”Oday漏洞趁势突袭。

资料来源：统信软件，申万宏源研究

 棱镜门（PRISM）

• 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该计
划的正式名号为“US-984XN”。

• 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
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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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务信息化升级也推动IT基础设施升级

发展标志 政务办公自动化
金卡/金桥/金关
政务上网工程

一站两网四库
十二金工程

数字政府

政务需求
改变复杂低效的

手工办公方式

业务信息化
条块基础工程
信息公开查询

管理信息化
部分业务系统

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放管服

技术发展 局域网 广域网 互联网 云计算/AI

安全防护
单点防御
病毒防护

合规建设
网络安全

合规建设
体系防御

网安、等保2.0、
本质安全

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

推进阶段：
20世纪90年代

发展阶段：
21世纪初-2017

新阶段：
2017年至今

 政务信息化不同发展阶段对IT基础设施要求不同

 新阶段政务信息化需求对安全要求更高，同时强调新技术应用推进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图：政务信息化升级也推动IT基础设施升级

资料来源：人大金仓，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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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策持续推进，安全重要性依然高

 公开政策表明安全是顶层设计

 等保1.0时代：需求不足，只能靠合规

 等保2.0时代：合规情况下，安全事件责任自担

表：公开政策表明安全是顶层设计

时间 政策/会议内容

2014年2月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并作出重要讲话

2016年4月
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作出重要讲话，要求“要全面加强网络安全检查，摸清家底，认
清风险，找出漏洞，通报结果，督促整改”

2016年7月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发布, 《纲要》提出，到2025年,“根本改变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2016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
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2016年11月 《网络安全法》正式颁布、《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发布

2018年4月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高规格，常委悉数出席）召开，总书记讲话。提出“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
设”，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推进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

2019年5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2.0版本

2019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资料来源：新华网，央视网，搜狐网，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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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厂商大规模扩人是行业高景气标志

 统信软件2020年招聘5000人

• 根据统信软件公众号《寻找千里马，统信UOS扩招五千人》，统信软件大规模扩
人，其中，超过2000人为研发人员需求，北京、西安、南京、程度四大研发中心
分别招聘939、355、659及102人。

 2020年中国电子旗下麒麟软件发布千人招聘计划

• CEC旗下两家操作系统公司，中标软件有限公司和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力打造中国操作系统新旗舰麒麟软件。

• 2020年2月，麒麟软件发布千人招聘计划，招聘岗位包括首席科学家（4人）、首
席架构师（5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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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信软件公众号，申万宏源研究

图：统信软件扩招5000人，其中超过2000人为研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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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产替代从小时代进入中时代：行业空间扩大

资料来源：金蝶天燕，申万宏源研究

 此前国产替代依然是试点

• 主要的应用包括电子公文

• IT系统主要为单体架构

 广义信息安全推动国产替代从小时代进入中时代

• 应用层从电子公文升级为综合办公应用

• IT架构从单体架构升级为SOA/分布式架构

小时代：试点应用

• 电子公文应用

• 验证可用、好用

• 单体架构

• 仅需Java应用服务器

中时代：业务应用

• 综合办公应用

• 新投资建设的业务系

统

• SOA/分布式架构

• 需要中间件组合套件

大时代：创新应用

• 核心业务系统升级

• 创新应用

• 云原生架构

• 智能化PaaS平台

图：广义信息安全推动国产替代从小时代进入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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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传统信息安全的4大提振因素

 a ） 采 购 周 期 ： “ 五 年 采 购 周 期 ” 使 2018-2020 年收 入 加 速 概 率 高 ，
2018/2019已经验证，2020将持续

 b）政策落地：“等级保护2.0”实施将带来空间大一个数量级

 c）驱动力改变，合规与自发需求兼并

 d）特殊行业、公安等递延领域恢复迹象明显

广义安全行情有望持续发力

采购
周期

等保
实施

自发
需求

+ +

图：19-20安全加速因素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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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国产化替代孕育传统信息安全百亿增量市场

 启明星辰为例，自2016年起，已有多款自主可控产品发布，将占据有利先机

 党政军用户对于网安产品国产化具有刚性需求，催生短期百亿级增量市场。

保守估计：安
全硬件国产化

牵引规模达

180亿元

2017-2019年政府网络安全市场总规模
约372亿元

2018年中国安全硬件占比为48.1%

剔除安全服务、安全软件，仅仅对标安全硬件

2019.12

2018.12

携手天津飞腾公司在北京发布“网御星
云高性能信创网关型产品”

发布飞腾等保一体机，该产品是国内首
发的国产化等保一体机产品，核心部件
处理器和安全操作系统均实现自主创新

2016

率先发布商业化自主可控防火墙整机
产品后，现已经形成全系列信创网关
型产品格局

图：启明星辰2016年后发布多款国产化软硬件适配产品

资料来源：启明星辰官网，申万宏源研究

图：国产化替代孕育传统信息安全百亿增量市场

资料来源：IDC，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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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操作系统：UOS新进入者

 预计国产操作系统竞争集中到两家：中国软件+统信软件

• 2019年12月，中国软件子公司天津麒麟换股收购子公司中标软件，交易完成后，将
持有其46%股权，中标软件将成为天津麒麟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实质：整合公
司现有两家操作系统子公司资源。

• 2019年11月，统信软件成立，随后完成多款国产软硬件产品适配。

 2019Q4操作系统产品最大变化：统信打造统一操作系统UOS

• 已得到国内主要CPU厂商、重点整机厂商、主流应用厂商的全力支持；实际技术路
线统一，简化应用和整机适配；产品支持多硬件平台。

软件

操作系统
1

操作系统
2

操作系统
3

AMD64 ARM64 SW64

整机

操作系统
4

MIPS64

软件 整机

AMD64 ARM64 SW64 MIPS64

统信UOS

资料来源：统信软件，申万宏源研究

图：UOS基于Linux内核，支持4种CPU架构和6大CPU的这种品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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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操作系统：UOS新进入者

 统一操作系统六大特性：统一的支持平台、统一的版本、统一的应用商店和
仓库、统一的标准规范、统一的文档、统一的开发接口

UOS

统一特性

统一的

支持平台

统一的

开发接口

统一的

文档

统一的

标准规范

统一的应

用商店和

仓库

统一的

版本

同源异构，同一份源代
码构建支持不同CPU架
构的OS产品

UOS桌面和服务器版产品提
供统一的编译工具链，并提
供统一的社区支持

UOS桌面版和服务器版产品提供
统一版本的运行和开发环境，在
某CPU平台完成一次开发，即可
在多种架构CPU平台完成构建

UOS应用商店支持签名
认证，提供统一安全的
应用软件发布渠道

UOS符合规范的测速认证，
为适配厂商提供高效支撑，
并提供软硬件产品的互认证

UOS桌面和服务器版产品提
供一致的开发文档、维护文
档、使用文档、降低运维门槛

资料来源：统信软件，申万宏源研究

图：UOS六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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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 技术背景 指令集架构 主要产品 可控程度

飞腾
国防科技大学（中
国电子旗下的中国

长城收购部分股权）
SPARC、 ARM

FT-1500，FT-1500A，FT-2000系列企业
级应用处理器（全球首款ARM架构64核处

理器）。
指令集受限，V8永久授权

龙芯 中科院计算所
MIPS基础上
的LoongISA

32位的龙芯1号
64位的龙芯2C、2E/2F、2G

四核龙芯3A
八核龙芯3B

基于MIPS自研LoongISA指令集，
微结构到电路、版图设计均为独

立自主。

华为 华为 ARM
Tai Shan 22080（均衡服务器）Taishan

5280/5290（存储服务器，Tai Shan 
X6000（高密度服务器）

指令集受限，V8永久授权

兆芯 台湾威盛 intel x86
开先、开胜、ZX-100S、ZX-200等系列处

理器与芯片组。

技术来源为VIA，微结构来自美国
Centaur公司的

Isaiah。

海光 AMD x86-Zen 与AMD合作，拿下x86授权。
AMD授权，消化技术并实

现自研需要周期。

申威 江南计算所
21264基础上的

Alpha
SW1600、SW26010等高性能处理器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表：飞腾、龙芯、华为是国芯三大玩家

2.2.1 芯片：飞腾、龙芯、华为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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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芯片：国产芯片性能随产品迭代逐渐增强

 国产芯片性能取决于制程、架构等，产品迭代后性能逐渐增强

• 制程方面：由于海外巨头迭代放缓，制程代际落后已经实际缩小

• 架构方面：以华为鲲鹏为例，ARM架构芯片已经证明能耗等指标不弱于X86

• 国产芯片整体性能落后实际为产品迭代落后

• 龙芯性能提升原则：

• 先提高设计能力，再提高工艺水平

• 先提高单核性能，再增加核数

2013-2014
第一代：基本可用

（慢）
打开20M文档：33秒

2016-2017
第二代：可用（不

慢）
打开20M文档：6秒

2019-2020
第一代：好用

（快）
打20M文档：秒开

资料来源：龙芯中科，申万宏源研究

图：龙芯三代产品，从基本可用到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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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间件：国产中间件已经走到第五个发展阶段

 国产中间件已经走到第五个发展阶段

• 代码原型（1999年）——基础中间件时代（2000~2009）——SOA时代
（2010~2014）——大数据时代（2015~2017）——云计算时代（2018~）

 国产中间件已经相对成熟，竞争格局较操作系统、芯片更为分散

• 领先厂家包括：东方通，金蝶天燕、中创软件等。

资料来源：金蝶天燕，申万宏源研究

1999 2006 2009 2012 2014 2018..

AAS v1 AAS v5 AAS v6 AAS v8 AAS v9 AAS v10

• 中国第一个

JAVA爱好者

俱乐部

• 联想、海尔

• 全球第四家通

过JavaEES认

证

• 集成开发平台

• 国家金宏工程

• 国家金质工程

• 国家金农工程

• 国家地理信息

库

• 万科集团

• 招商局

• 支持SOA完整

解决方案，在

功能、性能、

兼容性、可用

性、可靠性及

技术先进性方

面进行了大量

的增强和优化

• 国务院办公厅

• 国务院国资委

• 全国政协

• 国家发改委

• 中国科学院

• 管理配置优化

Javaee6规范

支持

• 支持集中管控

• 提供APM性能

监控

• 国家“核高

基”重大专项

完整支持

• 国家“863”

重点研发计划

支持

• 支持智能负载

均衡

• 支持云环境部

署与管控

• 支持动态集

群，实现弹性

伸缩

• 支持10万以上

大规模开发

• 开放管控台

API

• 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

• 全面支持

JavaEE8.0

• 发布微服务器

版（容器版）
• 发布智能安全

版（ARSP）
• 实现云环境下

大数据智能运
维

• 外交部
• 农业部
• 海关总署
• 湖南省政府
• 广东省经贸委

图：金蝶天燕中间件已经迭代到V10，完全具备国产化替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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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库：国产数据库技术积累已超过20年

 Oracle商业数据库商业模式发生变化

• 传统模式下，Oracle重数据库，轻应用，数据库与应用绑定；云计算时代，
Oracle开始松绑，国产数据库迎来发展机遇。

 国产数据库技术积累已经超过20年

• 国产数据库已能满足重点行业一般性应用，但是在复杂业务应用环境应用机会少。

 国产数据库主要竞争者包括：武汉达梦、人大金仓、南大通用等

• Kingbase ES v1.0承担国
家科技攻关项目

• Kingbase ES V6.0承担
“863”数据库重大专项

• Kingbase ES V4.0承担
“863”数据库重大专项
222

• Kingbase ES 
2222222222V8.0

• Kingbase DBCloud
V2.0

• Kingbase AnalyticsDB
V3.0

• King2222222222base 
ES V8.2

• KVDB V1.0
• KSOne V1.0
•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

• 北京市管理，开创国产数
据库应用先河

• 组织系统内全国规模化应
用

• 电网行业核心业务
• 每天6千万笔事务

• 金融、电信核心业务应用
• 重点武器装备型号应用推

广99.99%高可用级别

• 实现20+重点行业的应用

图：人大金仓数据20年产品迭代，目前已实现20+重点行业应用

资料来源：人大金仓，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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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金山办公发布基于国产 Linux 平台应用的 WPS Office 产品

 支持龙芯、飞腾、申威、兆芯等 CPU

 兼容中标麒麟、普华、方德、深度等操作系统平台

表：WPS Office Linux 版全面适配国产芯片及操作系统，安全性高
产品特点 说明

支持多平台适配

WPS Office Linux 版已经全面支持龙芯、飞腾、兆芯、申威和众志等芯片，
支持中标麒麟、中科方德、深度 Deepin 等操作系统。同时产品通过自主研发
的多平台操作系统适配技术，可将 WPS Office Linux 版快速移植到其他主流
Linux 操作系统上。

定制二次开发体系
WPS Office Linux 版通过面向多平台第三方应用的统一跨进程对象模型技术，
提供与 WPS Office Windows 版兼容的二次开发接口，帮助组织级客户将现有的
业务应用系统以较低成本迁移到国产软硬件平台上。

支持国家标准
WPS Office Linux 版支持 UOF、 OFD 文档格式，遵循国家文档格式标准，利
用文档解析模块，客户可以快速地制作符合国家标准的专用文档。

安全功能增强 WPS Office Linux 版提供专用的加解密接口，为客户信息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资料来源：金山办公招股说明书，申万宏源研究

2.5 应用软件：WPS最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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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中间件竞争格局加剧，操作系统、芯片价格降低

• 数据库、中间件产品成熟，预计新进入者多

• 国产软硬件价格预计随竞争加剧而有所降低

 系统集成厂商众多，具备拿单优势的央企或通过总包/分包模式受益

• 具备订单优势的系统集成厂商包括中国软件、太极股份、航天信息、浪潮软件、华宇软件等

 系统集成部分利润来自于自有产品研发

• 太极股份为例，过去5年，从系统集成逐渐布局到产品端（数据库、中间件、OA），从简单

集成到软硬件适配。

• 华宇软件拥有数据库、中间件、输入法、OA等产品。

 华为合作厂商本质也是等同于“自有产品”成本转嫁

• 华为生态链系统集成利润率本质是华为芯片折价

• 太极股份、东华软件、神州数码等均为华为合作产商

2.6 系统集成：重点关注订单能力强集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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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7大产业集团，华为产业链带动能力最强

 CEC/CETC/紫光/中科院/浪潮集团/华为/网安是信创七大集团

• 变化1：央企通过并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CEC通过并购将绿盟科技/南洋股份
纳入CEC体系，补足信息安全产品短板。

• 变化2：CETC为代表央企集团资本运作频繁，军工资产资本化率提升提速。

• 变化3：各大集团从芯片到应用全领域布局，且产品逐渐进入产业导入期，经济外
部性渐显。

资料来源：企查查，申万宏源研究

图：信创产业集团七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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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金山办公：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产办公软件领军

 三十年竞争淬炼的国产办公软件领军

• 1）成长主线：全产品线延伸/多元化商业模式。公司是最大的国产办公软件提供商，
WPS桌面版/移动版月活分别超过1.32亿/1.87亿。基于庞大的用户量，公司通过授权、
订阅、推广三种方式变现。

• 2）成长验证：订阅收入高增/现金流高质量。公司近三年营收CAGR 44%，净利润
CAGR 55%，其中订阅业务16-18年收入CAGR达147%，并带来极佳的现金流。

• 3）成长空间：渗透率/付费率/ARPU值全提升。自主可控/版权保护/SaaS化趋势，正在
推动公司核心经营指标全面提升。

 技术自主：兼顾办公体验和安全

• 1）高强度研发投入保证技术领先。16-18年，公司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分别达到
39.4%/35.3%/37.9%，研发团队超过1400人，占总人数70%以上。

• 2）移动化、智能化的全线产品。于2011年率先推出WPS移动版，抢得移动互联网时代
先机，目前正加速智能化升级布局。

• 3）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的全面适应。WPS Office Linux版已经支持龙芯、飞腾、申威、
兆芯等国产CPU，兼容中标麒麟、普华、方德、深度等操作系统，公司已成为信创的重
要一环，获得国产替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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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纳思达：利润四年CAGR 34%的国产打印机

 打印机全产业链布局（打印机整机、原装耗材、兼容耗材、耗材芯片等）

• 芯片：耗材芯片(全球龙头，市占率50%+)+打印机主控芯片+新品包括通用MCU

（目前有部分产品在客户测试阶段，中标南方电网项目）等

• 耗材：兼容耗材龙头(兼容墨盒市占率50%+，兼容硒鼓市占率20%)，未来重点发

展再生耗材，并且逐步拓展原装耗材

• 打印机：利盟打印机(内部整合效果显著， 2019年将实现盈利)，托管大股东奔图

打印机，二者协同自2018下半年开始体现，目标成为国内打印机第一，全球前三

 国产化需求采购：利盟奔图合作型号占比约50%，预计2019年全年国产化

需求采购20万台，2020年有望达到80-100万台（可能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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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会畅通讯：与UOS深度合作的云视频应用领军

 会畅通讯是国内领先的云视频服务提供商

• 客户包括政府、大型企事业单位，包括70%在华的世界500强公司

• 2017年成为业内首家上市公司，已经构建面向5G和超高清的“云+端+行业”全产业链
完整布局

• 2019年成立会畅教育，开拓垂直领域市场

 2019年下半年开始国产化领域工作

• 在国产芯片和UOS上自主开发云视频平台

• UOS成为第一个内置云视频的操作系统

• 支持超大型政企视频全员覆盖

• 有望绑定UOS，云视频SaaS业务增长可期！

 “一体两翼”驱动长期增长

• 一体指国产化超高清的视频平台，支持大规模的并发支持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

• 两翼分别为硬件业务（远程会议需求爆发背景下，短期业绩增长非常确定）和行业应用
（教育信息化2.0升级红利的受益者）

 盈利预测：2019-2021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43/2.10/2.88亿元

图：UOS内置会畅超视云

资料来源：会畅通讯，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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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股份是电科广义信息安全扛旗单位

• 一方面，太极股份是最重要央企级别系统集成商之一；另一方面，太极参股公司人大
金仓（数据库）、金蝶天燕（中间件）等均为重要国产基础软件竞争者。

 2019年12月，公司公告大股东股权转让实际是资产整合兑现第一步

• 2019年12月，大股东拟将其持有的太极股份33.20%股份无偿划转至中电太极集团并
将剩余持有股份表决权委托给中电太极。

 过去三年，公司现金流和毛利率大幅改善佐证业务转型与经营质量改善

 盈利预测：预计公司2019-2021年归母净利润为3.37、4.71、5.87亿元

25资料来源：太极股份年报，申万宏源研究

图：太极股份现金流大幅改善（亿元） 图：太极股份毛利率从16%提升至22%

3.4 太极股份：现金流和毛利率是收入结构改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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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下：中国软件涵盖了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集成；
中国长城涵盖了芯片、自主可控硬件、信息安全、信息化应用等。

 PK体系：P代表“Phytium处理器”（飞腾），K代表“Kylin操作系统”
（麒麟），直接对标Win-Tel体系，推动ARM架构在企业网、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应用。

图：中国电子集团PK体系直接对标Win-Tel体系

资料来源：企查查，申万宏源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CEC）

振华电子 中国长城 中国软件

中标软件
（操作系统）

天津麒麟
（操作系统）

天津飞腾
（芯片）

武汉达梦
（数据库）

圣非凡
（军用通信设备）

中原电子
（通信软硬件）

53.18%

21.46% 13.54%
100% 100% 50% 40% 33.42%

45.13%40.91%

3.5 PK体系：中国软件与中国长城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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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用户壁垒的增值业务服务商

• 基于税务Know How最核心壁垒的综合服务。航信应金税工程而生，深耕税务二十五载。

• 航天信息千万企业与航天云网200万用户完美对接，带来的是企业全周期运营的云服务。

 2019会员/助贷业务暂缓但实际产业推进超预期，2020明显优化

• 服务费和增值业务是利润核心。2020年服务费价格280元不变，多个子公司公开报备价格。

• 用户服务/助贷逻辑2019年依然顺利。1）计算得到2019年用户数预计超过1600万，甚至
1700万； 2) 预计2019全年助贷速度同比增长持续加快。

• 计算推测2020年会员收入10亿。税局政策递延2019H1会员费，预计2019H2-2021都高增。

 网创行业发挥协同优势

• 安全布局：综合运维（华迪）+ 内网信任交换（航天网安）+虚拟化云平台华为合作

• 网创行业中标率领先。公司2018年出资5.82亿元收购航天网安65%股权完善产业链布局。
公司2019H1中报披露：“2019 年上半年新中标 25 个试点项目，已累计中标该产业领域
内 63个试点项目，中标率在行业内稳居第一。按照自主安全可靠业务的发展规划，上半年
公司积极推进各行业自主安全可靠业务的咨询设计，已完成对多个行业的应用调研。 进一
步拓展公司信任交换产品的市场应用，在国资委、最高检、最高法等多个新建项目中，均
选用了公司的信任交换产品”。

3.6 航天信息：最核心系统集成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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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他关注

 IT软硬件国产化，其他建议关注公司包括：

• 系统集成：神州数码（华为体系最核心受益者）、华宇软件（特级资质系统集成
商）、东华软件（医疗信息化与系统集成双景气）

• 硬件整机：中科曙光（国产芯片服务器性能领先）、浪潮信息（云计算与国产服
务器双受益）

• 存储：同有科技（存储国产化稀缺领军）

• 数据库：东方国信（cirroData是产业新进入者）

• 中间件：东方通（国产中间件领军之一）、宝兰德（国产中间件领军之一） 、普
元信息（国产中间件领军之一）

• 传统信息安全：启明星辰（行业景气下多重利好的网安龙头）、深信服（安全利
基市场成长的千亿级ICT航母）、安恒信息（信息安全黑马布局新兴产品线）、南
洋股份（最受益国产化网安领军之一） 。

• 其他：万兴科技（最成熟国产办公软件之一）、中孚信息（保密产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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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国产IT产品软硬件性能上依然整体落后海外产品

• 以芯片为例，ARM芯片在能耗比指标上相对于X86芯片有优势，但是单核计算能
力等指标依然落后。

• 同时，集成电路代工方面，国内厂家先进制程的良率也同样落后。

 国产化推进仍需考虑地方财政预算，推进节奏存在不确定性

• 由于产品性能整体落后，当前国产IT产品采购依然主要面向政府端，考虑到不同
地区财政预算宽松度不同，IT国产化推进节奏存在不确定性。

 操作系统、芯片、数据库、中间件等产品均存在降价可能，影响相关公司利
润率

 估值风险

• 当前国产IT软硬件公司普遍处于历史PE估值较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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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估值表

表：重点公司估值表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2020/3/19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

PB(LF)
总市值（亿元）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688111 金山办公 1,054 3.11 3.48 5.67 8.16 339 303 186 129 17.37 
002180 纳思达 357 9.51 10.72 16.45 23.19 38 33 22 15 6.20 
300578 会畅通讯 92 0.16 1.43 2.10 2.88 572 65 44 32 8.27 
002368 太极股份 188 3.16 3.37 4.71 5.87 59 56 40 32 5.79 
600536 中国软件 409 1.11 2.21 5.56 8.41 369 185 73 49 21.21 
000066 中国长城 389 9.87 11.09 12.44 15.46 39 35 31 25 6.22 
600271 航天信息 381 16.18 20.33 26.82 29.82 24 19 14 13 3.43 
000034 神州数码 215 5.12 6.20 7.51 9.02 42 35 29 24 5.12 
002065 东华软件 469 8.06 6.47 12.66 15.43 58 72 37 30 4.93 
603019 中科曙光 440 4.31 3.12 1.67 2.54 102 141 264 173 11.51 
000977 浪潮信息 494 6.59 8.94 13.43 19.27 75 55 37 26 5.76 
300166 东方国信 173 5.18 6.17 6.45 8.14 33 28 27 21 3.11 
300379 东方通 146 1.22 1.47 3.49 5.40 120 99 42 27 8.80 
688058 宝兰德 65 0.51 0.62 1.07 1.67 127 106 61 39 6.97 
688118 普元信息 41 0.48 0.50 0.65 0.77 85 82 63 53 4.25 
002439 启明星辰 323 5.69 7.00 9.09 11.20 57 46 36 29 9.08 
300454 深信服 717 6.03 7.38 10.20 17.73 119 97 70 40 17.74 
688023 安恒信息 172 0.77 0.90 1.12 1.66 224 191 154 104 11.09 
002212 南洋股份 308 4.85 3.67 6.19 8.55 63 84 50 36 3.44 
300624 万兴科技 67 0.83 0.86 1.32 1.70 81 78 51 39 9.38 
300659 中孚信息 111 0.42 1.25 2.09 3.04 261 89 53 36 24.18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注：盈利预测中国软件、中国长城、东华软件、东方通、宝兰德、普元信息、南洋股份、万兴科技、中孚信息取Wind一致预期，其余公司取申
万宏源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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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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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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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客户应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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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客户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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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投资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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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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