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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甲骨文推新一代云应用，涵盖供应链管理等百项创新 

—SaaS专题周报(07.31-08.06) 

 投资评级 推荐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情回顾： 

上周软件与服务指数下跌 0.01%，同期上证综指上涨 0.27%，深证成指下

跌 0.73%，软件与服务指数表现介于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板块调整逐步

筑底反弹，部分超跌质优股逐步受到投资者追捧。 

行业分析： 

1、甲骨文推新一代云应用，涵盖供应链管理等百项创新 

（1）Oracle Cloud Applications 推重要更新，大有赶超 SAP 之势 

8 月 2 日，甲骨文宣布了 Oracle Cloud Applications（甲骨文云应用）功

能重要新功能和增强功能。随着甲骨文云应用 13 版的推出，Oracle 进一

步扩展了云应用套件的应有领域，为包括客户体验，财务，人力资源和供

应链管理人员等多种业务用户提供支持。 

最新版本更新了包括 Oracle 供应链管理（SCM）云，Oracle 客户体验（CX）

云套件，Oracle 企业资源规划（ERP）云和 Oracle 人力资本管理（HCM）

云）中的功能。此外，Oracle 还增强了 Oracle 云应用程序的用户体验，

根据其丰富的经验，帮助客户进行个性化定制，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

洞察能力及协作效率。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此处更新将帮助客户创建智能

化、以客户为中心的联结化供应链。 

近几个季度，甲骨文一直在提供全套的云 ERP 服务，而 SAP 直到今年年

初才推出了其旗舰版云 ERP 服务，这使得 Oracle 在这几个季度形成相当

强势的发展势头，依靠全套 ERP 解决方案，甲骨文赶超 SAP 或不会太远。 

（2）甲骨文云 SCM：为创建智能化、可视化的端到端供应链提供可能 

甲骨文云应用 13 版扩展了云计算中的 SCM 套件，添加了 200 多个主要

功能和涵盖销售、运营计划、需求管理、供应链计划、协作、质量管理和

维护的六大新产品。新的创新帮助企业通过改变运营模式，从而应对快速

变化的业务需求。具体地说，是从传统的供应链体系转变为互联、全面、

敏捷、以客户为导向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3）甲骨文 CX套件：更为智能的客户管理体系与解决方案 

Oracle 客户体验（CX）云套件可以通过提供可靠的业务平台，连接客户

数据、体验结果，使企业能够采用更智能的方法实现客户体验管理和业务

转型计划。Oracle 客户体验（CX）云套件 13 版为 Oracle 销售云带来了

新的创新技术，其中包括移动化和数据可视化功能的增强，以及提高营销

人员工作效率的一系列全新的解决方案功能。此外，Oracle 还引入了

Oracle Engagement Cloud。新的解决方案结合了销售与服务两大功能，

使企业能够提高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增强用户粘性。 

关注标的：齐心集团、广联达 

风险提示：企业级服务推广不及预期，企业获客成本大幅提升，云服务安

全风险，SaaS市场接受程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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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 SAAS板块观点 

 甲骨文推新一代云应用，涵盖供应链管理等百项创新 

（1）Oracle Cloud Applications 推重要更新，大有赶超 SAP 之势 

8 月 2 日，甲骨文宣布了 Oracle Cloud Applications（甲骨文云应用）功能重要新功能和

增强功能。随着甲骨文云应用 13 版的推出，Oracle 进一步扩展了云应用套件的应有领

域，为包括客户体验，财务，人力资源和供应链管理人员等多种业务用户提供支持。 

最新版本更新了包括 Oracle 供应链管理（SCM）云，Oracle 客户体验（CX）云套件，

Oracle 企业资源规划（ERP）云和 Oracle 人力资本管理（HCM）云）中的功能。此外，

Oracle 还增强了 Oracle 云应用程序的用户体验，根据其丰富的经验，帮助客户进行个性

化定制，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洞察能力及协作效率。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此处更

新将帮助客户创建智能化、以客户为中心的联结化供应链。 

近几个季度，甲骨文一直在提供全套的云 ERP 服务，而 SAP 直到今年年初才推出了其旗

舰版云 ERP 服务，这使得 Oracle 在这几个季度形成相当强势的发展势头，依靠全套 ERP

解决方案，甲骨文赶超 SAP 或不会太远。 

（2）甲骨文云 SCM：为创建智能化、可视化的端到端供应链提供可能 

甲骨文云应用 13 版扩展了云计算中的 SCM 套件，添加了 200 多个主要功能和涵盖销售、

运营计划、需求管理、供应链计划、协作、质量管理和维护的六大新产品。新的创新帮

助企业通过改变运营模式，从而应对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具体地说，是从传统的供应

链体系转变为互联、全面、敏捷、以客户为导向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3）甲骨文 CX套件：更为智能的客户管理体系与解决方案 

Oracle 客户体验（CX）云套件可以通过提供可靠的业务平台，连接客户数据、体验结果，

使企业能够采用更智能的方法实现客户体验管理和业务转型计划。Oracle 客户体验（CX）

云套件 13 版为 Oracle 销售云带来了新的创新技术，其中包括移动化和数据可视化功能

的增强，以及提高营销人员工作效率的一系列全新的解决方案功能。此外，Oracle 还引

入了 Oracle Engagement Cloud。新的解决方案结合了销售与服务两大功能，使企业能

够提高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增强用户粘性。 

 

 

关注标的： 

重点推荐： 

齐心集团：公司是 A 股 SaaS 公司中唯一具有平台属性的公司，具有稀缺性。公司未来

希望打造“硬件+软件+服务”的一揽子产品及服务，通过收购杭州麦苗、银澎云计算，

重点布局了大数据营销、云视频会议；参股了阳光印网、犀思云，通过齐心和君产业基

金参与九恒星、一览网络定向增发，分别涉足了在线印刷、云计算服务等细分 SaaS 领域。 

公司以传统办公业务和高频 SAAS 应用等多管齐下的方式，维系客户，增强粘性，且互

相导流，大大降低获客成本，不仅保障有 10万+的客户规模基数和超过 75%的续费率（银

澎云视频），而且比一般 SaaS 企业更早和更好实现盈利。 

保守预测公司 17-19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7亿、2.4亿和 3.2 亿（不考虑其他外延），

按 4 月 27 日收盘价计算公司市值 97.17 亿对应 17-19 年 PE 为 57、40、30 倍，对比二

六三、北信源、丰东股份等类似公司，公司估值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58.9x。另外，当

前股价仍低于员工持股价 24.61，我们认为公司价值被低估，因此给予公司“买入”评级。 

一般推荐： 

广联达：公司是 A股中唯一一家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提供从工程造价、工程施

工、工程信息，到产业金融等一系列服务，是我国工程造价软件领域的排头兵，也位列

工程施工、工程信息领域的第一梯队。公司自 2015年开始改“许可证模式”为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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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程造价产品的云化、收费方式 SaaS 化，在 2015年业绩下滑后，2016年公司业绩全

面企稳回升，“两新业务”占比也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6 年已达 63.53%。同时，公司

布局海外业务与产业金融服务，利用自身在建筑产业的优势，挖掘新增长点。近年来，

公司围绕基于 BIM 技术在施工业务中的核心应用打造杀手级产品，随着《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统一标准》将于今年 7 月 1 日的实施，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指导意见》所规划时间的临近，BIM 技术将会得到更加强有力的普及，公司 BIM 相

关业务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随着 SaaS 化的业务模式全面铺开，公司未来现金流将会

更加稳定，挖掘新增市场、盘活存量市场、提高续费率将会是公司目前推广的重点。因

此我们认为公司在未来将会保持稳健发展的态势。 

风险提示： 

企业级服务推广不及预期，企业获客成本大幅提升，云服务安全风险，SaaS 市场接受程

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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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股 SAAS板块行情回顾 

本周 A股 SAAS 相关标的恒华科技以 8.43%居于周涨幅榜榜首，云赛智联以 7.67%排第

二，杰赛科技以 7.53%排第三；月涨幅榜中，汇纳科技以 13.26%领先，科大讯飞以 5.02%

排第二，云赛智联以 2.8%位居第三。 

表 1A股 SAAS 版块周涨幅排行榜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300365.SZ 恒华科技 8.43 

2 600602.SH 云赛智联 7.67 

3 002544.SZ 杰赛科技 7.53 

4 300168.SZ 万达信息 7.27 

5 300359.SZ 全通教育 5.39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表 2A股 SAAS 版块月涨幅排行榜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300609.SZ 汇纳科技 17.26 

2 002230.SZ 科大讯飞 5.02 

3 600602.SH 云赛智联 2.80 

4 002122.SZ 天马股份 0.19 

5 002439.SZ 启明星辰 0.10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3. 新三板 SAAS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新三板 SAAS相关标的客如云以 3.12%居于周涨幅榜榜首，北森云以 0.41%排第二；

月涨幅榜中讯众股份以 0.25%领先。 

表 3新三板 SAAS 版块周涨幅排行榜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835268.OC 客如云 3.12 

2 836393.OC 北森云 0.41 

3 834218.OC 和创科技 0.00 

4 834911.OC 高达软件 0.00 

5 835467.OC 埃森诺 0.00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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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新三板 SAAS 版块月涨幅排行榜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832646.OC 讯众股份 0.25 

2 834841.OC 远传技术 0.00 

3 834869.OC 智臻智能 0.00 

4 834911.OC 高达软件 0.00 

5 834968.OC 玄武科技 0.00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4. 外盘 SAAS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外盘 SAAS 相关标的 SAGETHERAPEUTICSINC 以 8.03%居于周涨幅榜榜首，施

乐公司以 5.36%排第二，大家来网络以 1.08%排第三；月涨幅榜中 HUBSPOTINC 以

12.88%领先，施乐公司以 11.68%排第二,SQUARE 以 10.42%位居第三。 

表 5外盘 SAAS 版块周涨幅排行榜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SAGE.O SAGETHERAPEUTICSINC 8.03 

2 XRX.N 施乐公司(XEROX) 5.36 

3 LOGM.O 大家来网络 1.08 

4 RNOW.O RIGHTNOWTECHNOLOGIESINC 0.56 

5 SGE.L SAGE 0.48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表 6外盘 SAAS 版块月涨幅排行榜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HUBS.N HUBSPOTINC 12.88 

2 XRX.N 施乐公司(XEROX) 11.68 

3 SQ.N SQUARE 10.42 

4 LOGM.O 大家来网络 9.36 

5 SAGE.O SAGETHERAPEUTICSINC 8.33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5. SAAS 板块行情年中报业绩预告汇总 

截止 7月 30日，SaaS 板块 A 股公司中，几乎全部已发布年中报业绩预告。在所有已发

布的公司中，有近 1/3的企业业绩预增，当然也有近 1/3 的企业发生了亏损，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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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盘 SAAS 版块月涨幅排行榜 

 

证券代码 名称 类型 预警摘要 

002065.SZ 东华软件 预增 约 60351 万元～66875 万元,增长 85%～105% 

002122.SZ 天马股份 预增 约 3538万元～4758 万元,增长 45%～95% 

002279.SZ 久其软件 预增 约 4300万元～5085万元,增长 172%～222% 

002301.SZ 齐心集团 预增 约 7600万元～9600万元,增长 63%～106% 

002410.SZ 广联达 预增 约 11780 万元～17135 万元,增长 10%～60% 

002530.SZ 金财互联 预增 约 7340万元～7940万元,增长 879%～959% 

300047.SZ 天源迪科 预增 约 1070万元～1155万元,增长 285%～315% 

300180.SZ 华峰超纤 预增 约 8135万元～9455 万元,增长 85%～115% 

300324.SZ 旋极信息 预增 约 13998 万元～16998 万元,增长 40%～70% 

300365.SZ 恒华科技 预增 约 4464万元～5356 万元,增长 50%～80% 

300383.SZ 光环新网 预增 约 19000万元～22000万元,增长 44%～66% 

300609.SZ 汇纳科技 预增 约 1012万元～1116 万元,增长 191%～221% 

002329.SZ 皇氏集团 略增 约 10094 万元～13123 万元,增长 0%～30% 

002368.SZ 太极股份 略增 约 1798万元～2697 万元,增长 0%～50% 

002474.SZ 榕基软件 略增 约 1619万元～2429 万元,增长 0%～50% 

002544.SZ 杰赛科技 略增 约 1633万元～2449 万元,增长 0%～50% 

300168.SZ 万达信息 略增 约 3684万元～3844 万元,增长 15%～20% 

300170.SZ 汉得信息 略增 约 12200万元～12600万元,增长 16%～20% 

300271.SZ 华宇软件 略增 约 14996 万元～16246 万元,增长 20%～30% 

300324.SZ 旋极信息 略增  

300339.SZ 润和软件 略增 约 6000万元～7000万元,增长 20%～40% 

300352.SZ 北信源 略增 约 1713万元～2056 万元,增长 0%～20% 

002329.SZ 皇氏集团 续盈 约 8075万元～12113 万元,增长-20%～20% 

300245.SZ 天玑科技 续盈 约 3519万元～4301 万元,增长-10%～10% 

000606.SZ 神州易桥 首亏 约-5700万元～-3800万元,下降 419%～579% 

002439.SZ 启明星辰 首亏 约-1000万元～0万元,下降 100%～275.5702% 

300359.SZ 全通教育 首亏 约-1800万元～-1300万元,下降 136%～150% 

300369.SZ 绿盟科技 首亏 约-4800万元～-4300万元,下降 1617%～1794% 

300017.SZ 网宿科技 略减 约 35149 万元～46865 万元,下降 20%～40% 

300051.SZ 三五互联 略减 约 2158万元～3358 万元,下降 18%～47% 

300379.SZ 东方通 略减 约 700万元～800万元,下降 39%～46% 

002137.SZ 麦达数字 预减 约 3200万元～5400万元,下降 59～75% 

002230.SZ 科大讯飞 预减 约 7683万元～17927 万元,下降 30%～70% 

002467.SZ 二六三 预减 约 2569万元～5137 万元,下降 40%～70% 

300250.SZ 初灵信息 预减 约 997万元～1745万元,下降 65%～80% 

300302.SZ 同有科技 预减 约 881万元～1981万元,下降 55%～80%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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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周 SAAS上市公司动态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0801）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7 月 28

日印发的《关于核准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

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批复内容如下：一、核

准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发行 42,141,778 股股份、向中华通信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1,641,649 股股份、向桂林大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发行 1,538,595

股股份、向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590,746 股股份、向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发行 367,26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957,100 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公告（0801）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

核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向谢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53

号），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一、核准你公司向谢敏发行 8,592,915 股股份、向

朱志斌发行 3,680,474股股份、向吴健彪发行 2,891,939股股份、向朱恒新发行 2,128,467

股股份、向北京晟盈天弘投资中心发行 1,606,632 股股份、向张明宇发行 1,156,775 股

股份、向南翔发行 829,022 股股份、向上海佳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9,952,095 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0801）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刘遥女士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刘遥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刘遥女士的辞职报告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辞职后，刘遥女士将

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刘遥女士的辞

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董事会对刘遥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0801） 

自本公告日起 6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法规允

许的方式择机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拟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持

所需的资金来源为乔昕先生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利息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0801）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万达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变更超募资金用途，将原计划投资设立重庆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的 20,000,000 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将截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发行

股票节余募集资金利息共计 2,185,465.29 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利息

1,902,433.54 元，非公开定向增发配套募集资金利息 283,031.75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相应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0801）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姜蓓蓓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8 

女士书面辞去副总经理的报告，姜蓓蓓女士因个人原因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向公司管理

层提出辞去销售总监职务的离职申请,鉴于岗位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性，经与公司管理层达

成一致后决定，后续将进行 2 个月的工作交接及安排，双方同意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

离职正式生效。现姜蓓蓓女士向董事会提交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该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姜蓓蓓女士所负责之工作已良好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

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姜蓓蓓女士辞去副总经理职务以后，仍将继续担任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的董事职务，履行董事职责。截止公告日姜蓓蓓女士持有公司 10,729,564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的 3.95%。姜蓓蓓女士原定副总经理的任期为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姜蓓蓓女士承诺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

转让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并承诺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0801）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核准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1,440,823 股新股。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

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0801）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核发的《关于

核准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任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件许可【2017】1395 号），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一、核准你公司向任刚发行

26,098,664 股股份、向王莉丽发行 10,178,880 股股份、向广州奕力腾投资企业发行

8,449,491 股股份、向石河子鼎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5,310,496 股股份、向朱明武发

行 3,374,372 股股份、向瞿启云发行 2,570,424 股股份、向西藏思科瑞股权投资中心发

行 1,953,522 股股份、向戴力毅发行 1,141,268 股股份、向金玉萍发行 863,662 股股份、

向刘丽华发行 293,028 股股份、向齐嘉瞻发行 246,76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电科通信子集团组建和杰赛科技控制权变更处于筹

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0801）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中国电科关于中电通信网络信息子集团组建及相关公司股权调整的批复》，

该批复内容涉及杰赛科技的主要事项如下：中国电科同意以通信事业部为基础由中国电

科作为直接出资主体新设注册组建中电通信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作为子集团建设的平台

公司，暂定注册资本 30 亿元。中电通信组建后，作为中国电科全资控股的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按照二级成员单位管理，委托管理中国电科第七研究所、第三十四研究所、第三

十九研究所、第五十研究所及第五十四研究所，由其统筹开展通信事业部相关业务资产

及资源的整合重组，并承担后续经营改革各项工作;中电通信作为中国电科通信网络信息

产业板块的平台公司，以子集团战略规划及发展目标为导向，梳理各托管研究所的业务

资源，统筹考虑中国电科内外部资源，制订后续业务资源整合运作方案，着力构建通信

网络产业核心竞争力。中国电科同意将七所下属控股上市公司杰赛科技涉及其直接控制

权转移的相应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至中电通信持有，将杰赛科技作为板块子集团中电通信

未来资本运作的上 2 市平台。杰赛科技具体股权调整事宜待公司开展的相关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完成后，由中国电科报相关主管部

门批准后实施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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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 

2017 年 7 月 31 日，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北京同有

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

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中直机关 2017 年货物类产品协议供货采购项目的

公告（0802） 

2017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发布《中直机关 2017 年货物类产品协

议供货采购项目中标公告》，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确定为“中直机关 2017 年货

物类产品协议供货采购项目”电子商城类中标单位。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0802）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 2 亿元人民币向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0802）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

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益东金

财资产管理中心签订写字楼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82-88 绿地中

央广场 C3 栋 1-10 层，建筑面积共计 11,428.843 平方米的物业供方欣科技办公使用，租

期十年，租赁年度内方欣科技拟共计支付租金 107,090,228.77 元。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主导编制的两项国家标准获得批准发布的公告（0802）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于今日获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我公司主导编制

的《中文语音合成互联网服务接口规范》和《中文语音识别互联网服务接口规范》2 项

国家标准获得批准发布，具体情况如下：标准名称：中文语音合成互联网服务接口规范

国家标准编号：GB/T34145-2017 实施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标准名称：中文语音识别

互联网服务接口规范国家标准编号：GB/T34083-2017 实施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上述

两项标准的颁布是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用户界面分技术委员会 2013 年成立

以来最先发布的标准，填补了我国智能语音技术领域云集成标准的空白，充分体现了公

司的行业领导者地位。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0803） 

根据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配合公司现行业务，完善公司在信

息安全产业的布局，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出资设立北京北信源信息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通信网络代维（外包）甲级资质证书的公告（0804）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3 日收到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的《通

信网络代维资质等级证书》，证书编号：2017JZ0143JR0。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

院泰尔认证中心评审，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网络运维专业委员会综合评定，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批准，授予：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381

号，通信基站专业甲级资质等级，有效期自 2017 年 07 月 25 日至 2021 年 07 月 24 日。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0804）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0 

公司按照《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2,493,50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从 85788.7869

万元人民币减至 85539.4369 元人民币。公司债权人自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则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对外投资公告(0804)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拟与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设立“海

南博育云科技有限公司”。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拟与东华云计算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贵州东华黔通云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

告(0804)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 日接到上述三位股东通知，2017 年 6 月 29 日至 2017 年 8 月 3

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久其科技、实际控制人董泰湘女士和赵福君先生分别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出售其所持有的久其转债 428,498 张、524,189 张和 186,925 张，分别占久其

转债发行总量的 5.49%、6.72%和 2.40%。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7. 本周 SAAS一级市场动态 

大账房获9000万融资，持有多枚拼音域名 

8月1日讯，为了节约发票印制成本，方便保管和查询，电子发票开始广泛流行，由此也

诞生了电子发票应用解决方案“大账房”。近期，它获得由奥马电器领投的9000万元融

资。 

大账房成立于2014年，主营中小微企业SaaS模式的财税及电子发票服务系统，曾先后获

得2000万天使轮和7500万元A轮。2016年，大账房挂牌新三板，12月底进行首次定增600

万股，总共募集9000万元。其中，奥马电器以4500万元认购300万股。 

资料来源：易名中国、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商派网络获7亿元D轮融资，提供B2B解决方案 

今日，电商软件服务商商派网络（Shopex）宣布获得由愉悦资本领投，险峰旗云、联新

资本、天星资本、歌斐资本、宽带资本等跟投的7亿元D轮融资。商派云起总经理刘金光

表示，本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战略调整上和新零售的布局上，专注行业垂直服务，

打造影响力。 

资料来源：创头条、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瀚思科技完成1亿元B轮融资 

近日，大数据安全创业公司瀚思科技宣布完成由IDG资本与国科嘉和基金共同领投，南

京高科等A轮投资方继续跟投的1亿元B轮融资。本轮融资资金将继续完善和提高数据分

析与训练能力，做好最后1公里任务及对接更多垂直行业。据悉，早在2014年瀚思科技就

曾获光速安振领投的数百万美元种子轮融资，于2016年6月完成3000万元A轮融资。 

资料来源：百家号、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8. 本周 SAAS海内外行业新闻 

i 人事获移动时代 SaaS 软件大奖 

近日，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与技术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次大会聚焦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引领人力资源转型，吸引了全球传奇商业领袖、

中国知名企业人力资源精英的关注。作为合作方，“最好用的移动打卡管理系统”i人事在

会议现场展示了新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场景，尤其是移动打卡的考勤应用，

获得了 HR 和互联网行业专业人士的充分肯定，最终荣获“优秀 SaaS 云人力资源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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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商”大奖，代表“移动互联时代最好用的企业管理软件”的发展方向。 

资料来源：搜狐、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西普教育发布U-SaaS在线竞赛训练平台高职版 

“产教融合，打造教育新生态 --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高峰论坛暨第二届全国高

等教育计算机类专业在线实验资源建设”论坛于7月21日在青海顺利召开。本次论坛北京

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U-SaaS在线竞赛训练平台高职版。 

随着“工匠精神”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和水平，积极培育现代

工匠，正成为我国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的

教育理念已深入人心，技能大赛现已成为各高职院校教学效果的试金石，使学生通过互

动学习和竞争，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 

资料来源：搜狐、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喔趣或将率先破局HRSaaS行业 

喔趣在快速发展的SaaS行业的潮流中，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位臵，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定

位，最终以工具组合的形态作为产品目前发展的形式。2017年，喔趣提出“新工具论”

的概念，势要打造考勤生态体系，破局HRSaaS行业! 

考勤作为企业全员参与的行为，与人事管理的多个模块密切相关，其中包含请假、出差、

加班等OA功能，同时也包含薪资计算、绩效、纪律管理、人事档案等模块，因此考勤远

不止打卡，其展现了一个公司所有员工每天的日常行为，其数据有着巨大的价值，由考

勤而衍生出的各个模块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 

资料来源：网易、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企业级SaaS服务行业用户调查报告（2017年）》发布 

报告主要是针对金融、教育、制造业、政府一些传统行业的行业用户的调研，覆盖了国

内的24个省市，包括从大型的公司2000人以上的到20人以下的小公司。企业级SaaS整体

上来说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可以看到在中小企业的应用部署更为成熟， 

企业表示会保持或增加资金投入的三个原因，首先是认为能够提升企业管理、生产效率，

其次是企业高层对云计算价值比较认可，第三是随着企业业务的快速拓展，需要扩大SaaS

应用覆盖范围或应用深度。同时也可以看到，四大行业使用企业级SaaS看重的方面有所

不同。 

资料来源：云计算、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风险提示 

企业级服务推广不及预期，企业获客成本大幅提升，云服务安全风险，SaaS 市场接受程

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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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投资评级体系： 

 
(1) 公司评级定义 

二级市场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5-20%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介于上证指数〒5%之间 

卖出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劣于上证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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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评级定义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赢

上证指数 10%以上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与上证

指数持平在正负 10%以内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输

上证指数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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