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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景气度和确定性，蚂蚁上市带动产业链 
 

                                                     2020 年 07 月 26 日  

   

 

 上周回顾：上周市场普遍下跌，上证综指下跌 0.54%，深证成指下跌 1.37%，创业板指下跌

1.30%，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86%。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2.19%，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33%，

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4，但仍在 TMT 四大行业（计算机、传媒、通信、电子）中排

名第一。从公布的基金二季度持仓数据来看，相比一季度，计算机行业标准配臵比例从 5.4%上

升到 5.7%，相对超配比例从 3.0%降低到 2.5%。从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本占总股本比例中位数

来看，基金对“软件开发”公司兴趣始终较高，而“计算机设备”持股比例下降较多，从一季

度 1.7%下降到二季度 1.1%，“IT 服务”较为稳定，持股比例中位数为 0.9%。 

 云计算、新基建、信创确定性高。云计算软件持续高景气度，Q2 基金对于计算机软件相关公

司持股持续增长。IDC 数据中心成为新基建的重点内容，数据中心行业景气度上升， IDC 作

为云计算的基础设施需求持续提升，我们认为 IDC 的竞争已经从资源第一的阶段进入了资源+

成本+运维多项竞争的阶段。信创项目持续推进，政府和行业同步推进，国产化已经成为了信

息安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上层应用的基础，国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建议关注宝信软件、

中科曙光、紫光股份、金山办公、中国软件、浪潮信息、中国长城。  

 国家政策推动大数据应用落地。7 月 22 日，最高法联合发改委共同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该《意见》强调要以深化诉源治理推

进社会治理融合互动，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 等现代科

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我们认为大数据应用的落地，给包括大数据

技术平台、自主可控数据保密系统、IDC 数据中心市场等行业带来潜在发展机会。建议关注华

宇软件、恒为科技、格尔软件、数据港、奥飞数据。   

 蚂蚁金服拟上科创受关注，看好 BAT 等巨头产业链布局。阿里、蚂蚁金服自有产品齐全，比

如分布式应用 SofaStack，分布式数据库 Oceanbase，中间件等产品，2B 客户特点决定 BAT

等互联网巨头在产业里也不乏深度合作的厂商，比如金融科技公司神州信息等。随着蚂蚁金服

的上市步伐加速，BAT 等巨头在云计算和 B 端入口产业链布局再受关注。建议关注神州信息、

科蓝软件、泛微网络等。 

 

 风险因素：疫情后续发展的不确定性，政策落地不及预期，重点公司业务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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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回顾 

上周市场普遍下跌，上证综指下跌 0.54%，深证成指下跌 1.37%，创业板指下跌 1.30%，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86%。计

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2.19%，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33%，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4，但仍在 TMT 四大行业（计算机、

传媒、通信、电子）中排名第一。子板块中，计算机软件下得 2.67%，计算机设备下跌 2.37%，云服务下跌 2.58%，产业互

联网下跌 0.29%。 

图 1：上周各行业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表 1：计算机行业及市场涨跌幅统计 

指数名称 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上证指数 -0.54% 3.62% 

深证成指 -1.37% 21.59% 

创业板指 -1.30% 43.38% 

沪深 300 -0.86% 8.51% 

计算机(中信) -2.19% 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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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 -2.67% 11.22% 

计算机设备 -2.37% 20.01% 

云服务 -2.58% 55.73%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个股方面，上周各子版块普遍下跌，其中创意信息（51.55%）、*ST 博信（26.17%）、鼎捷软件（18.89%）、润和软件（13.83%）、

汉邦高科（12.67%）、等涨幅较大，虹软科技（-18.09%）、东方通（-13.57%）、宇信科技（-13.48%）、银之杰（-13.08%）、

正元智慧（-13.00%）等跌幅较大。 

 

表 2：计算机行业个股涨跌幅情况 

周涨幅榜 周跌幅榜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涨幅(%)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跌幅(%) 

创意信息 300366.SZ 51.55% 虹软科技 688088.SH -18.09% 

*ST 博信 600083.SH 26.17% 东方通 300379.SZ -13.57% 

鼎捷软件 300378.SZ 18.89% 宇信科技 300674.SZ -13.48% 

润和软件 300339.SZ 13.83% 银之杰 300085.SZ -13.08% 

汉邦高科 300449.SZ 12.67% 正元智慧 300645.SZ -13.00%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从公布的基金二季度持仓数据来看，相比一季度，计算机行业标准配臵比例从 5.4%上升到 5.7%，相对超配比例从 3.0%

降低到 2.5%。从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本占总股本比例中位数来看，基金对“软件开发”公司兴趣始终较高，达到 2.1%，处

于近两年历史中等水平，而“计算机设备”持股比例下降较多，从一季度 1.7%下降到二季度 1.1%，“IT 服务”较为稳定，持

股比例中位数为 0.9%。从持仓总市值来看，“软件开发”增速较大，从 357 亿元上升到 607 亿元，“计算机设备”则从 151

亿元降低到 93 亿元，“IT 服务”维持稳定，为 218 亿元。 

 

图 2：机构偏好“软件开发”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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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本周核心观点 

云计算、新基建、信创确定性高。云计算软件持续高景气度，Q2 基金对于计算机软件相关公司持股持续增长。IDC 数据

中心成为新基建的重点内容，数据中心行业景气度上升， IDC 作为云计算的基础设施需求持续提升，我们认为 IDC 的竞争已

经从资源第一的阶段进入了资源+成本+运维多项竞争的阶段。信创项目持续推进，政府和行业同步推进，国产化已经成为了

信息安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上层应用的基础，国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建议关注关注宝信软件、中科曙光、紫光股份、

金山办公、中国软件、中国长城。  

国家推动大数据应用落地。7 月 22 日，最高法联合发改委共同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该《意见》强调要以深化诉源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融合互动，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5G 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我们认为大数据应用的落地，给包括大数据

技术平台、自主可控数据保密系统、IDC 数据中心市场等行业带来潜在发展机会。建议关注华宇软件、恒为科技、格尔软件、

数据港、奥飞数据。   

蚂蚁金服拟上科创受关注，BAT 等巨头产业链布局。阿里、蚂蚁金服自有产品齐全，比如分布式应用 SofaStack，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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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数据库 Oceanbase，产业里也不乏深度合作的厂商，比如金融科技公司神州信息等。随着蚂蚁金服的上市步伐加速，BAT

等巨头在云计算和 B 端入口产业链布局再受关注。随着蚂蚁金服的上市步伐加速，BAT 等巨头在云计算和 B 端入口产业链布

局再受关注。建议关注神州信息、科蓝软件、泛微网络等。 

 

 

蚂蚁上市，带动产业链景气度 

BAT 巨头与上市公司可以从技术和渠道两个方面进行合作，如“腾讯+四维图新”借助后者在高精度地图上的优势在自动

驾驶领域进行拓展，而“腾讯+东华软件”则通过将行业应用软件搭建在云平台上，拓展金融、医疗、电力等 20 多个行业客

户。此外，7 月 26 日泛微网络公告腾讯投资股权 5%，股东韦锦坤拟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5%股权，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腾

讯产业基金。建议关注 BAT 等巨头产业链合作和布局。就蚂蚁而言，蚂蚁金服一直代表着我国金融科技企业技术、产品与用

户体验的良好结合的典范。7 月 23 日，“蚂蚁区块链”升级为“蚂蚁链”，每日上链量达到 1 亿，应用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产业

网络的数字化。 

 

图 3：BAT 加速角逐云计算 2B 入口市场 

 

资料来源: 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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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蚂蚁金服大金融领域布局 

业务板块 公司 介绍 

电子支付 支付宝 领先的国内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基金 天弘基金 全国性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众筹 蚂蚁达客 为创业者提供股权众筹融资服务，支持创新与创业 

理财 数米基金 主要为基金投资者、基金公司等提供理财资讯等服务 

理财 余额宝 领先的余额增值服务和活期资金管理服务产品 

理财 招财宝 开放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理财 蚂蚁聚宝 智慧理财平台 

保险 众安保险 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银行 浙江网商银行 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和工具,全网络化运营 

小额贷款 蚂蚁微贷 为小微企业和网商个人创业者提供互联网化、批量化、数据化金融服务 

征信 芝麻信用 致力于解决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信任问题,构建互信互惠的商业环境 

资产交易 网金社 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 

金融服务 蚂蚁金融科技 提供数字金融、区块链、监管科技等金融基础科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表 4：蚂蚁金服科技产品储备 

名称 领域 介绍 

SOFAStack 分布式架构 

包含构建金融级云原生架构所需的各个组件，也是在金融场景里锤炼出

来的最佳实践。提供项目管理、微服务应用开发、部署发布、监控运维、

容灾高可用等全栈式解决方案，并兼容 Dubbo、Spring Cloud 等微服务

运行环境，助力客户各类应用轻松转型分布式架构。 

mPaaS 移动开发平台 

源于支付宝 App 的移动开发平台，为移动开发、测试、运营及运维提

供云到端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能有效降低技术门槛、减少研发成本、提

升开发效率，协助企业快速搭建稳定高质量的移动 App。 

OceanBase 
分布式关系数

据库 

由蚂蚁金服、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金融级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具备在线

水平扩展能力，创造了 6100 万次/秒处理峰值的行业纪录。2020 年 5 

月，OceanBase 以 7.07 亿 tpmC 的在线事务处理性能，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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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Base 自己在 2019 年创造的 TPC-C 世界纪录。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行业新闻 

云计算本周新闻 

7 月 20 日，腾讯云数据库 SQL Server 基础版（单机）正式上线。腾讯云 SQL Server 基础版是业内首个支持云上 sysadmin

权限的云数据库，真正做到自建数据库用户的数据、服务和业务访问都能完全平滑上云，在为用户提供正版企业级服务的同

时，价格仅为自建数据库的二十分之一。 

7 月 20 日，IDC 圈发布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等公司共同参与编制的《研发运营安全白皮书》将于近期召开的可信云线上峰会重磅发

布；其中白皮书五大亮点预先披露：1）提出研发运营安全概念，2）梳理全球研发运营安全发展现状，3）建立研发运营安全

体系，4）展望研发运营安全发展趋势，和 5）展示企业研发运营安全优秀实践案例。 

7 月 21 日，中国电信近日召开视频会议，对系统全面上云工作进行部署，明确提出“新建系统 100%上云，存量系统三

年上云”的工作目标。 

7 月 25 日，IDC 发布《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2020 第一季度）跟踪》报告；报告显示，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公有云服

务整体市场规模（IaaS/PaaS/SaaS）达到 39.2 亿美元，其中 IaaS 市场同比增长 57.6%，PaaS 市场同比增长 64.6%。从

IaaS+PaaS 市场来看，2020 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58.7%，较 2019 第四季度（61.9%）略微有所下滑。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ICT 整体市场发展受挫，云计算产业受到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冲击，呈现出增速轻

微下滑的趋势。整体来看，新冠疫情对公有云服务市场带来的影响喜忧参半；得益于疫情直接刺激的线上需求，视频、医疗

行业有望高于整体增长水平；游戏产业稳中有升；政府行业为了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持续加大投资。 

 

图 4：阿里云和腾讯云领先优势加大，华为云排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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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DC，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AI 人工智能本周新闻 

7 月 20 日，在华为云 TechWave 技术峰会上，华为云发布了 EI 工业智能体 2.0，并宣布将在超过 20 个工业细分行业，

征集 50 家领先的行业 Know-How 伙伴，共同探索和实践 100 个工厂智能化升级项目。华为云 EI 工业智能体 2.0，基于大量

的实践经验总结，围绕工业机理与的 AI 融合。华为云 EI 工业智能体 2.0 主要构建以下能力：1）业界首个可支持多种语言的

机理模型开发的平台，可基于知识图谱进行工业机理模型开发；2）业界首个将工业机理与 AI 融合的低代码开发平台；3）提

供工业级 AI 部署与运行管理能力。 

7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统一智能网联汽车自

动驾驶功能测试标准，推动实现封闭场地测试结果全国通用互认，督促封闭场地向社会公开测试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简化

测试通知书申领及异地换发手续，对测试通知书到期但车辆状态未改变的无需重复测试、直接延长期限。降低导航电子地图

制作测绘资质申请条件，压减资质延续和信息变更的办理时间。 

7 月 24 日，大连市人工智能产业专利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是大连市人工智能产业领域首家知识产权合作组织，由大连

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牵头发起成立，汇聚了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律所和金融

机构等多方成员。联盟以专利为纽带，以专利协同运用为基础，维护产业整体利益，为产业创新创业提供专业化知识产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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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推动本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7 月 25 日，2020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开幕式在杭州未来科技城举行。此次大会覆盖脑科学、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以及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能安防等行业应用。 

 

重点公司动态 

【中科曙光】 

7 月 21 日，中科曙光中标工信部“数字化车间集成-电子信息”项目，此项目旨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制造业绿色转

型升级；中科曙光整机智能制造工厂已在福建、新疆、江苏、山西等多地实现部署，成为各地智能制造示范标杆。7 月 25 日，

中科曙光与英特尔联合在线成功承办了首届信息产业先进制造高峰论坛，论坛主题为“智造助力.高质量发展”。此次高峰论坛

是探索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尝试，立足国际视野，通过聚焦智能制造发展的新技术、新理念、新趋势，深入探讨

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之道，进而高效赋能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科曙光智能工厂目前已大量使用先进计算技术。 

【华宇软件】 

3 月 27 日公司披露高管减持计划：董事、副总经理赵晓明先生计划在上述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减持不

超过 1,000,000 股，人力资源总监邢立君女士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00 股。7 月 21 日，公司披露目前赵晓明减持 65,400

股，邢立君减持 20,000 股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数据港】 

7 月 20 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申请获得通过。7 月 23 日公司披露中标中国联通（怀来）大数据创新产业园一期项目；项目包含一栋 2.55 万㎡的数据中心

及一栋 0.3 万㎡的运维楼，数据中心计划投运机柜 3000 架以上（单机柜平均功率密度为 5.5kW），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5

亿元；公司承担数据中心（包括外市电、基础机电设施工程及设备等）相关投资并负责运行维护等事项工作；合作期限为 11

年。 

【中国长城】 

7 月 23 日，飞腾公司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可扩展多路服务器芯片------腾云 S2500 系列，16nm 工艺，64 核架构，8 路直连可达

512 核，是国产性能最强的多路服务器系统，预计会在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5G、AI 等领域实现规模应用，2021 年全

面普及，预计今年四季度可以大规模供货。7 月 25 日，公司自主安全电脑暨天津网信事业配套保障产品下线仪式在天津举行。 

【科蓝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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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公司与华为在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召开联合解决方案发布会，双方共同宣布面向银行业推出全新解决方案产品

——鲲鹏&科蓝互联网开放银行平台 V4.0、鲲鹏&科蓝互联网金融核心系统 V4.0、科蓝个人网上银行 V1.2。鲲鹏&科蓝互联网

金融业务核心平台采用分布式微服务架构，按照分层分域理念设计，以中台化模式进行建设，平台本身支持 Sring Cloud、Dubbo

等分布式技术栈，可帮助银行方搭建自主可控私有云体系，满足数据标准化管理的要求，同时对于主流的云平台均有生产实

践案例。 

【泛微网络】 

7 月 24 日，公司发布公告，持股 5%以上股东韦锦坤与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韦锦坤拟

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10,614,821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腾讯产业基金。标的

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 72.666 元人民币，标的股份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771,336,583 元。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协

议转让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公司主要从事协同管理和移动办公软件产品的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公司所经营的协同管理和移动办公软件产品线包

含了针对大中小型各类规模组织的全系列协同管理和移动办公软件产品，分别为 e-cology、e-office 和 eteams。公司持续完

善发展系统的技术架构体系，坚持以组件、API 为核心的协同办公开放技术平台，智能体系持续升级优化，完善客服管理平

台；深入构建和支持国产化体系，适配多个国产化技术平台，支持国产操作系统、国产中间件、国产数据库等项目部署，服

务数十家国产化客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提升云服务平台功能。 

【东方财富】 

7 月 25 日，公司发布公告，因业务发展需要，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开展合作，上海银行浦西分行向天天基金提供借款额度人民币 20.00 亿元，额度有效期为一年，额度

内可循环使用，由天天基金承担还款义务。公司为天天基金上述借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自天天基金还款义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近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完成签署。 

公司通过以“东方财富网”为核心，集互联网财经门户平台、金融电子商务平台、金融终端平台及移动端平台等为一体的互

联网服务大平台，向海量用户提供基于互联网平台应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运营的以“东方财富网”为核心的互联网服务大

平台已成为我国用户访问量最大、用户黏性最高的互联网服务平台之一， “东方财富网”、 “天天基金网”和“股吧”等，

在用户数量和用户黏性方面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具有市场领先地位，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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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1. 疫情后续发展的不确定性 

2.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3. 重点公司业务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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