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chinastock.com.cn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公司点评报告 ● 计算机行业  2016 年 9月 1 日 

 

拟向管理层定增 8.5 亿募投三大项目，向

智能发配售一体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

型再迈进一步 

——恒华科技（300365）定增方案点评 

 恒华科技（300365） 

推荐  维持评级 

   
 

1．事件 

公司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告：1）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5,000.00万元，数量为不超过 24,251,069股，

发行对象为江春华、方文、罗新伟和陈显龙，均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2）本次非公

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黔西南州兴义市

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0.7 亿）、贵州省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

项目（1.8亿）和补充流动资金（6亿）。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拟定增募投兴义城市配电网项目，该项目是

公司向发配售电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典型案例，

标杆效应显著 

公司计划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上投入

七千万募集资金，工作范围包括从初步设计至质保期满期间的勘察

设计、设备材料采购、施工、调试、造价、试运行移交等全部工作

且对所有工程的安全、质量、造价、工期全面总承包。该项目的实

施符合国家《关于加快配电网建设改造的指导意见》，也符合公司开

拓电力市场，积极切入电网信息化业务，成为国内电力行业领先的

智能发配售一体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战略需要。 

项目概算投资为 55,200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支出

47,122.46 万元，勘察、设计及其他支出 8,077.54 万元。公司拟以

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7,000.00万元投入该项目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及

设备采购中的资本性支出部分。公司预计该项目总收入为 48,576.00

万元。根据行业经验估计，公司作为总包方的利润应该能在 10%左右。

另外，项目相关业务可以拆包到云平台，这对于推动云平台设计、

施工、设备交易等环节的业务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从而实现更多的

盈利。我们认为，该项目是公司向发配售电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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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数据 时间 2016-8-31 

A 股收盘价(元)         40.56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47.16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17.65 

上证指数              3085.49 

市净率                10.91 

总股本（亿股）        1.76 

实际流通 A股（亿股）  10.64 

限售的流通 A股（亿股）1.12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26.07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恒华科技（300365）深度报告：打造电网“天 

猫”云平台，转型迈入新阶段》2015-10-21 

《恒华科技（300365）：业绩高速增长，战略布 

局加速推进》2015-10-26 

《云服务商城“电+”上线运营，能源互联网生 

态圈构建再树里程碑》2016-01-12 

《云计算系列报告之一：企业级 SAAS风起云涌，

三重逻辑把握投资大机遇》2016-03-17 

《传统业务加速增长，电网 SAAS 平台、能源互

联网布局不断推进》2016-03-18 

《云平台加速推进，有望成为售电领域的“恒

生电子”》20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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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典型案例，标杆效应显著。 

（二）、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提升公司提高核心

竞争力，可以为兴义乃至全国的售电运营提供支持 

贵州省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集云计算基

础设施、运维中心于一体的互联网数据服务中心，全面、集中、主

动并有效地管理和优化恒华云服务平台的 IT基础架构，使公司把握

智能电网行业信息化的机遇，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智能电

网行业的信息化生态圈，抓住新的市场盈利增长点。 

公司在唐山建设并运营的云计算数据中心虽然可以满足云服务

平台对 IT基础设施的基本需求，但随着云服务平台用户量的增加以

及业务应用的不断扩展，面向基础设施和运营服务的需求逐步凸显。

因此，作为唐山数据中心的进一步拓展，贵州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

设正逢其时，将服务于日益增长的 IT 基础设施资源的需求、线下运

维团队的需求、大数据应用需求、异地容灾与网络资源需求等。另

外，贵州具有电价成本相对较低，环境适合数据中心运行等优点；

公司丰富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和运营经验也将为本项目的执行提

供保障。 

我们分析认为，贵州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立，不仅可以结合公

司前期在兴义落地的售电运营一体化平台，为兴义的售电运营提供

支撑和服务，未来还可以为全国其他地域售电企业提供运营支撑和

服务，可以为公司未来在售电领域的数据积淀以大数据分析等提供

基础设施。 

（三）、补充 6亿流动资金，利于公司运营能力进一

步提升，对推动公司售电侧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拟将 6 亿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达到提升营运能力、满足规

模扩张及项目实施所需的营运资金需求、降低财务风险、进一步提

高盈利水平的目的。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公司营运资金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为了增强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公司需要不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考虑到未来公司还需要持续引进

高水平的优秀技术人才，在管理、研发等方面也均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能够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

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如果方案获得通过，补充 6 亿流动资金后，将会有力推动公司

的业务发展。特别是作为新增量市场的售电业务，现在处于起步的

阶段，新流动资金的注入无论对云平台的建设，还是对售电侧及上

下游服务延伸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本次增发方案增发对象为实际控制人，充分

彰显了管理层对公司业务发展信心 

 《恒华科技（300365）一季报点评报告：业绩

高增长，云平台、售电侧更多业务落地值得期

待》2016-04-26 

《恒华科技（300365）：内生业务高增长，云平

台和售电侧业务有望进一步落地》201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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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江春华、

方文、罗新伟和陈显龙，四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87,646,700股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为 49.82%。若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425.11万

股的股份数量上限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四人合计持

股比例变更为 55.90%。 

截至定增预案公告日，江春华为公司董事长，方文为公司董事、

总经理，罗新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显龙为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承诺将保证此次募

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

报能力。我们认为，本次增发方案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充分彰显了

管理层对公司业务发展的信心。 

 

3.投资建议 

拟定增兴义城市配电网项目，是公司向发配售电综合解决方案提

供商转型典型案例，标杆效应显著；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提升公

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可以为兴义乃至全国的售电运营提供支持；补充

6 亿流动资金，公司能进一步提升营运能力，对推动公司售电侧业务

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案增发对象为实际控制人，充分彰显了管理层对

公司业务发展的信心。预计公司 16-18年 EPS分别为 0.70/1.03/1.45

元，维持“推荐”评级。 

4.风险提示 

业务进展不及预期；政策风险；竞争加剧。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年度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392 717 998 1,324 

增长率（%） 72.11% 82.93% 39.27% 32.69%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百万元） 

81 123 180 254 

增长率（%） 33.08% 52.54% 46.56% 41.11% 

每股收益（元） 0.46 0.70 1.03 1.45 

PE 68.42 44.86 30.61 21.69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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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沈海兵，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

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

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

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

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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