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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稳步增长，科技金融战略稳步推进 
 

投资事件： 

公司公布 2016 年中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6.52 亿元，同比增加 6.32%，

归母利润 0.91 亿元，同比增加 8.33%。 

报告摘要： 

业绩稳步增长，盈利水平持续提高。上半年公司营收和归母利润分别

同比增加 6.32%和 8.33%，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业绩增长主要由于

公司核心业务智能银行解决方案同比增长 12.30%。上半年公司毛利率

为 30.92%，比去年同期提高 2.11 个百分点；净利率为 13.92%，比去

年同期提高 0.19 个百分点。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提高表明公司整体盈利

水平有所提升。 

定增成功+员工持股，双动力推动公司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定向增发，共募集 9.72 亿元，将用于建设互联网金融云中心项目、增

资安粮期货、智能银行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并且完成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约 300 名员工参与，耗资近

4,000 万元。定增资金到位助力公司新业务和新产品的发展，为公司业

绩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员工持股则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发展相关联，增

加积极性。“定增成功”与“员工持股”双动力推动公司高速成长。 

“资产+资金+数据+交易”生态闭环已成，科技金融战略稳步推进。

资产端，公司与华夏幸福和中航集团等大型企业合作，对接合作方优

质资产。资金端，公司互联网银行云平台上拥有众多的中小银行。数

据端，公司入股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并增资国信新网，掌控海量的

互联网金融和政务数据。交易端，公司拥有大金所和安金所两家金融

资产交易所，其中大金所 2015 年底已经上线，今年上半年累计交易量

达 500 亿元。涵盖“资产、资金、数据、交易”的生态闭环将推动科

技金融战略稳步发展。 

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16/2017/2018 年 EPS 0.61/0.81/1.04 元，对应

PE 83.42/62.71/49.09 倍，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新业务推进不及预期 

 
 

[Table_Finance]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1098 1328 1650 2114 2766 

(+/-)% 7.39% 20.87% 24.29% 28.10% 30.88%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78 160 207 275 351 

(+/-)% 38.70% 106.34% 28.98% 33.03% 27.74% 

每股收益（元） 0.49 0.51 0.61 0.81 1.04 

市盈率 222.00 107.59 83.42 62.71 49.09 

市净率 11.49 10.44 6.12 5.57 5.00 

净资产收益率 (%) 5.18% 9.71% 7.34% 8.88% 10.18% 

股息收益率 (%) 0.00% 0.00% 0.00% 0.00% 0.00% 

总股本 (百万股 ) 158 317 338 338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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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rket] 股票数据 2016/8/23 

收盘价（元） 51.10 

12 个月股价区间（元） 42.01～104.74 

总市值（百万元） 17,250 

总股本（百万股） 338 

A股（百万股） 338 

B股 /H 股（百万股） 0/0 

日均成交量（百万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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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8% 4% -33% 

相对收益 -11% -5% -26%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中科金财（002657）：外延融合发展，逐步

布局互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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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闻学臣：计算机与互联网团队组长，3年计算机行业研究经验，2年传统企业互联网转

型咨询经验，互联网金融千人会联合创始人，2015年新财富、水晶球团队成员，2015

年加入东北证券。 

郁琦：南开大学本硕，2年计算机、互联网研究经验，专注地理信息、云计算、共享

经济等领域研究，2015年新财富、水晶球团队成员，2015年加入东北证券。 

 

 

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制作并仅向本公司客户发布，本

公司不会因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不保证所包含的内

容和意见不发生变化。 

 

本报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

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证券买卖建议。本公司及其雇员不承诺投

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及其雇员对任何人

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

易，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不进行披露；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

务、财务顾问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

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须在本公司允许的范

围内使用，并注明本报告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若本公司客户（以下称“该客户”）向第三方发送本报告，则由该客户独自为此发送行

为负责。提醒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投资者注意，本公司不对通过此种途径获得本

报告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分析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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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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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投资 

评级 

说明 

优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超越市场平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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