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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上市公司简评 计算机应用 

中国人寿入主，未来有望成

为人寿科技资源整合平台 

 

事件 

2019 年 6 月 23 日，中国人寿与万豪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以每股 14.44元的价格受让万豪投资直接持有的万达信息非限售

流通股份 55,000,000 股，总价款为 7.942 亿元，占万达信息总

股本的 5.0142%，成为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 

简评 

权益转让后中国人寿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转让后，中国人

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64,734,175 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 15.0183%，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万豪投资将持

有上市公司145,588,8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2729%。

股份转让价格为 14.44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 7.942 亿元。 

中国人寿希望通过本次转让充分发挥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增强

万达信息在信息化综合服务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提高其行业地

位，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本的保

值增值，提升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人寿入股充分彰显公

司价值，未来进一步合作值得期待。 

万达信息将成为中国人寿重要的科技资源整合平台。人寿入股将

充分发挥资源整合能力，有助进一步增强万达信息在信息化综合

服务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中国人寿将在医疗健康、智慧城市、

云计算、大数据等业务领域，以万达信息为主要平台整合科技资

源和业务资源。一是在医疗健康领域，中国人寿拟成立国寿健康

产业投资公司，中国人寿副总裁赵立军兼任该公司筹备领导小组

组长，拟任该公司总裁、党委书记。依托中国人寿业务资源和上

市公司的技术能力，强化双方业务合作，提升双方在医保科技和

健康科技方面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更好的服务国家医疗体系

改革。二是在智慧城市领域，依托中国人寿长期的服务政府经验

和上市公司全面的技术能力，在一网通办、市民云、城市大脑和

城市安全等领域深入布局，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智慧城市信息化

业务的综合竞争实力。 

政务云业务有望加速异地复制。公司承建运营的上海市民云截止

2018 年底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千万，市民云已经承载了 200 多项

服务，目前在成都、海口等多地已经成功复制，与人寿合作后有

望借助资源未来加速在异地复制推广，公司在智慧城市领域的综

合实力得到增强，未来深入布局的同时市民云将为公司贡献显著

业绩增量。 

公司医疗云及 DRGS 有望显著受益于医疗保障局信息化建设。医

保基金支出达到新高，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剧增。北京、天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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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股票价格绝对/相对市场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8.04/-15.02 -21.09/-21.1 -38.57/-44.81 

12 月最高/最低价（元）  21.83/9.69 

总股本（万股）  109,944.97 

流通 A 股（万股）  109,213.09 

总市值（亿元）  133.25 

流通市值（亿元）  132.37 

近 3 月日均成交量（万）  1,982.12 

主要股东   

上海万豪投资有限公司  18.24% 
 

股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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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计算机应用】万达信息

(300168):业绩高增长，市民云及医疗云

有望加速异地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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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等 30 个城市将启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国家试点，根据顶层设计的安排，国家试点工作将按照

“顶层设计、模拟运行、实际付费”分三年有序推进，通过 试点实现“五个一”的目标，即制定一组标准、完

善一系列政策、建立一套规程、培养一支队伍、打造一批样板。DRGS 改革将有效控制医药费用支出增长速度。

公司阳光药采平台以及 DRGS 解决方案将显著受益于医疗保障局 IT 建设。 

盈利预测及评级：我们预计 2018-2019 年收入为 30.58 亿元、37.44 亿元，净利润 4.66 亿元、5.75 亿元，公司

在政务云及医疗云业务有望加速发展，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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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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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仅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或建议在本报告发出后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均仅反映本报告发

布时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可能在随后会作出调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

考，不构成投资者在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等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投资者作出的最终操作建

议做任何担保，没有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决策与本公司和本报告作者无关。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类似的金融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本报告。任

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或修改。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且本文作者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注册的证券分析师，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本文作者不曾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

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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