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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公司与腾讯签署了合作协议。腾讯提供营销 QQ 版本及稳定的营销

QQ 消息通道服务，公司按最终用户的需求在甲方提供的营销 QQ 
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定制版营销 QQ 的研发及相关定制版营销 QQ 
的市场开发、渠道拓展、销售、系统实施、售后服务等工作，公司可

根据本协议规定将合作成果推广给最终用户，向最终用户收取相关费

用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标准向腾讯支付应得的营销 QQ 的分成收益。
 

报告摘要： 
 跨界合作，携手打造金融行业服务平台。腾讯 QQ 拥有数亿的用户资

源，能够提供流量导入和前端服务，金证股份深耕金融 IT 行业多年，

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源，二者通过前后端和技术平台的无缝对

接，联合搭建了集证券开户、交易、营销、客服、互动、社交传播于

一体的金融服务平台，并通过利益分成一起掘金互联网金融市场。

 从卖软件到分收益，借助盈利模式创新提升盈利能力。传统的金融

IT 企业是通过销售软件获得收益，此次合作金证股份创新了盈利模

式，开展按照业务量或用户量分成的盈利模式，可以持续分享规模增

长的收益，随着边际成本的下降，有利于大幅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互联网金融不断发酵，公司有望分享行业红利。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

应日益凸显，传统金融机构意识觉醒，应变压力和决心都很大，进而

会带动对 IT 的投入力度，金证股份通过搭建金融服务平台提供一揽

子解决方案，以中小型券商为切入口，布局互联网金融，有望在这一

波变革当中脱颖而出。 

 预测公司 14/15 年 EPS 为 0.58/0.81 元，目标价 35 元，维持“增持”

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1883.01 2031.61 2257.53 2462.51 2700.14  
增长率（%） 4.25 7.89 11.12 9.08 9.65 
归母净利润(百万) 71.10 109.21 152.41 211.23  280.46  
增长率（%） 33.98 53.59 39.56 38.59 32.78 
每股收益 0.27 0.42 0.58 0.81 1.04 
市盈率 44.70 29.26 41.41  29.65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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