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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持仓配比大幅下降，云计算领军上升 

本周申万计算机指数上升 0.80%，国际贸易、科技摩擦加大市场与行业预期。

预计贸易、科技摩擦影响逐步减弱，建议接下来回调加大关注科技。依旧维

持中期策略判断，建议加大对云计算重大机会认知以及继续看好安全可控

（目前产业进展持续超预期）。其他景气行业如医疗 IT、金融 IT、AI 可逐

步参与。壁垒及确定性较强、空间较大的成长股如广联达、上海钢联、新国

都、金山软件（港股）、北信源、中国软件、中科创达、汇纳科技、同花顺、

浪潮信息、太极股份、长亮科技、卫宁健康、启明星辰、科大讯飞、中科曙

光等中期仍有较大投资机会。近期各家公募基金 2019Q2 已陆续公布，为了

更好的让大家了解公募基金持仓的情况，我们特意对公募基金 2019Q2 中的

计算机股部分进行了数据整理。 

板块持仓变动分析。1）公募基金重仓股行业配比：截至 2019Q2，公募基

金持仓中，计算机持仓占所有公募基金持仓比重为 4.78%，环比下降 1.19

个百分点。2）行业标准配比：截至 2019Q2，计算机行业标准配臵比例为

3.41%，环比下降 0.15 个百分点。3）基金重仓股超配比例：截至 2019Q2，

计算机板块超配比例为 1.37%，环比下降 1.04 个百分点。 

持股市值排名。所有公募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中，与 2019Q1相比， 2019Q2，

3 只个股宝信软件、卫宁健康、用友网络进入所有公募基金持有市值的前十

名； 3 只个股航天信息、中科曙光、华宇软件退出所有公募基金持有市值

的前十名。值得注意的是，近三个季度，恒生电子、广联达一直位列公募基

金持股总市值的前两位。 

持有基金数排名。所有公募基金持有基金数排名前十中，与 2019Q1 相比，

2019Q2 排名前十持有基金数中，基本变化不大，只有一只个股中科曙光退

出所有公募基金持有基金数的前十名，替代其的是浪潮信息进入前十。 

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排名。所有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排名中，与 2019Q1 相

比，2019Q2，2 只个股汇纳科技、中孚信息进入所有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

股排名的前十名； 2 只个股深信服、德赛西威退出所有公募基金持股占流

通股排名的前十名。 

基金加仓排名。所有公募基金加仓排名中，8 只个股，分别为北信源、恒华

科技、卫宁健康、绿盟科技、宝信软件、用友网络、浪潮信息、中国长城新

进入加仓的前十名中。 

投资建议：1）安全可控：中国软件、中科曙光、启明星辰、中国长城、金

山软件、北信源、中孚信息、太极股份、深信服、中新赛克、美亚柏科、华

东电脑、卫士通、南洋股份、纳斯达、三六零、华胜天成等。2）云计算与

产业互联网：浪潮信息、中科曙光、广联达、宝信软件、用友网络、金蝶国

际、汇纳科技、石基信息、上海钢联、新国都、汉得信息、赛意信息等。3）

金融 IT：恒生电子、同花顺、东方财富、长亮科技、新国都、新大陆、航

天信息、顶点软件等。4）医疗 IT：卫宁健康、创业慧康、万达信息、和仁

科技、麦迪科技、国新健康、东华软件。5）自动驾驶：中科创达、四维图

新、千方科技、金溢科技、万集科技等。6）人工智能：科大讯飞、佳都科

技、中科曙光。7）其他公司：每日互动、佳发教育、华宇软件、新北洋、

新开普、信息发展等。 

风险提示：数据统计存在允许范围内偏差的可能；贸易摩擦加剧；财政支出

不及预期；经济下行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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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募基金 2019Q2 计算机持仓分析 

本周申万计算机指数上升 0.80%，国际贸易、科技摩擦加大市场与行业预期。预计贸易、

科技摩擦影响逐步减弱，建议接下来回调加大关注科技。依旧维持中期策略判断，建议

加大对云计算重大机会认知以及继续看好安全可控（目前产业进展持续超预期）。其他景

气行业如医疗 IT、金融 IT、AI 可逐步参与。壁垒及确定性较强、空间较大的成长股如

广联达、上海钢联、新国都、金山软件（港股）、北信源、中国软件、中科创达、汇纳科

技、同花顺、浪潮信息、太极股份、长亮科技、卫宁健康、启明星辰、科大讯飞、中科

曙光等中期仍有较大投资机会。 

近期各家公募基金 2019Q2 已陆续公布，为了更好的让大家了解公募基金持仓的情况，

我们特意对公募基金 2019Q2 中的计算机股部分进行了数据整理。 

1、板块持仓变动分析 

公募基金重仓股行业配比。截至 2019Q2，公募基金持仓中，计算机持仓占所有公募基

金持仓比重为 4.78%，环比下降 1.19 个百分点。 

图表 1：2019Q2 计算机板块公募基金重仓股行业配臵比例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行业标准配比。截至 2019Q2，计算机行业标准配臵比例为 3.41%，环比下降 0.15 个百

分点。标配比例计算方法：计算机流通市值/全部 A 股流动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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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9Q2 计算机板块行业标准配臵比例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基金重仓股超配比例。截至 2019Q2，计算机板块超配比例为 1.37%，环比下降 1.04 个

百分点。 

 

图表 3：2019Q2 计算机板块超配比例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2、个股变动分析 

我们从年初坚定看好云计算与安全可控领域，主要逻辑在于：一方面，云计算行业的云

上服务和数据增值服务促使其将是未来 10 年的战略性机会；另一方面，安全可控近年

来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全与国产化替代势在必行。 

从个股的持仓与变动情况来看，云计算和安全可控在 2019 年以来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关

注度与景气度。云计算产业链中的广联达、用友网络、宝信软件、浪潮信息、中科曙光；

安全与自主可控领域中的美亚柏科、启明星辰、北信源、绿盟科技、中国长城，成为了

2019Q1 和 2019Q2 公募基金持仓的重点关注企业。 

 

持股市值排名。所有公募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中，与 2019Q1 相比，具体有如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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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Q2，3 只个股宝信软件、卫宁健康、用友网络进入所有公募基金持有市值的前十名； 

3 只个股航天信息、中科曙光、华宇软件退出所有公募基金持有市值的前十名。值得注

意的是，近三个季度，恒生电子、广联达一直位列公募基金持股总市值的前两位。 

在 2019Q2 前十大持股总市值中，云与安可公司占据了 5 席名额。其中云计算产业链企

业包括广联达、宝信软件、用友网络；安全可控行业的企业包括美亚柏科、启明星辰。 

 

图表 4：计算机板块持股市值前十个股 

2018Q4 2019Q1 2019Q2 

名称 持股总市值(万元) 名称 持股总市值(万元) 名称 持股总市值(万元) 

恒生电子 288,295 恒生电子 478,410 广联达 457,771 

广联达 262,255 广联达 362,405 恒生电子 364,881 

航天信息 258,207 航天信息 232,756 宝信软件 196,522 

卫宁健康 224,177 同花顺 224,527 美亚柏科 165,262 

恒华科技 171,067 启明星辰 183,666 启明星辰 161,136 

美亚柏科 157,522 美亚柏科 162,722 恒华科技 157,064 

启明星辰 133,230 恒华科技 161,431 卫宁健康 147,224 

科大讯飞 121,685 中科曙光 160,775 用友网络 140,479 

新北洋 109,175 创业慧康 156,407 同花顺 126,970 

深信服 103,009 华宇软件 154,877 创业慧康 123,078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持有基金数排名。所有公募基金持有基金数排名前十中，与 2019Q1 相比，具体有如下

变化： 

2019Q2 排名前十持有基金数中，基本变化不大，只有一只个股中科曙光退出所有公募

基金持有基金数的前十名，替代其的是浪潮信息进入前十。 

 

图表 5：计算机板块持有基金数排名前十个股 

2018Q4 2019Q1 2019Q2 

名称 持有基金数 名称 持有基金数 名称 持有基金数 

恒生电子 157 恒生电子 163 恒生电子 129 

航天信息 122 广联达 81 广联达 110 

卫宁健康 110 中科曙光 79 宝信软件 90 

广联达 105 宝信软件 74 用友网络 67 

宝信软件 86 卫宁健康 57 卫宁健康 49 

科大讯飞 67 同花顺 56 科大讯飞 45 

华宇软件 65 启明星辰 55 同花顺 43 

新北洋 63 创业慧康 55 启明星辰 41 

用友网络 61 用友网络 55 浪潮信息 36 

启明星辰 59 科大讯飞 54 创业慧康 36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排名。所有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排名中，与 2019Q1 相比，具体有

如下变化： 

2019Q2，2 只个股汇纳科技、中孚信息进入所有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排名的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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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个股深信服、德赛西威退出所有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排名的前十名。 

 

图表 6：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排名 

2018Q4 
 

2019Q1 
 

2019Q2 
 

名称 持股占流通股比(%) 名称 持股占流通股比(%) 名称 持股占流通股比(%) 

恒华科技 37.45 恒华科技 29.09 恒华科技 29.62 

深信服 28.73 泛微网络 20.08 泛微网络 22.05 

美亚柏科 24.68 深信服 18.43 美亚柏科 17.57 

和仁科技 21.36 创业慧康 17.97 广联达 15.72 

泛微网络 18.30 美亚柏科 17.91 创业慧康 15.62 

天源迪科 15.28 中新赛克 17.00 中新赛克 15.25 

长亮科技 14.52 和仁科技 16.61 汇纳科技 14.97 

卫宁健康 14.47 广联达 13.74 中孚信息 11.86 

广联达 14.22 华宇软件 12.82 华宇软件 10.28 

超图软件 13.39 德赛西威 11.51 和仁科技 10.24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基金加仓排名。所有公募基金加仓排名中，8 只个股，分别为北信源、恒华科技、卫宁

健康、绿盟科技、宝信软件、用友网络、浪潮信息、中国长城新进入加仓的前十名中。 

 

图表 7：计算机板块基金加仓排名前十个股 

2018Q4 
 

2019Q1 
 

2019Q2 
 

名称 季报持仓变动(万股) 名称 季报持仓变动(万股) 名称 季报持仓变动(万股) 

美亚柏科 5,294 创业慧康 3,310 北信源 3,638 

科大讯飞 3,930 捷成股份 2,669 恒华科技 3,410 

华宇软件 3,440 千方科技 1,666 卫宁健康 3,016 

万达信息 3,025 同花顺 1,654 绿盟科技 2,942 

立思辰 2,197 德赛西威 1,408 宝信软件 2,457 

恒生电子 2,102 东华软件 1,408 创业慧康 2,001 

广联达 2,056 广联达 1,285 用友网络 1,819 

达实智能 1,840 深科技 1,201 广联达 1,748 

新国都 1,796 鼎捷软件 1,040 浪潮信息 1,695 

卫宁健康 1,297 四维图新 1,029 中国长城 1,652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二、重点公司 

1）安全可控：中国软件、中科曙光、启明星辰、中国长城、金山软件、北信源、中孚

信息、太极股份、深信服、中新赛克、美亚柏科、华东电脑、卫士通、南洋股份、纳斯

达、三六零、华胜天成等。 

2）云计算与产业互联网：浪潮信息、中科曙光、广联达、宝信软件、用友网络、金蝶

国际、汇纳科技、石基信息、上海钢联、新国都、汉得信息、赛意信息等。 

3）金融 IT：恒生电子、同花顺、东方财富、长亮科技、新国都、新大陆、航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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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软件等。 

4）医疗 IT：卫宁健康、创业慧康、万达信息、和仁科技、麦迪科技、国新健康、东华

软件。 

5）自动驾驶：中科创达、四维图新、千方科技、金溢科技、万集科技等。 

6）人工智能：科大讯飞、佳都科技、中科曙光。 

7）其他公司：每日互动、佳发教育、华宇软件、新北洋、新开普、信息发展等。 

 

三、风险提示 

数据统计存在允许范围内偏差的可能：以上持仓分析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公布数据，

不同的数据统计以及分析方法可能存在可允许范围内的少量偏差。 

贸易摩擦加剧：贸易摩擦特别是科技制裁影响相关行业发展。 

财政支出不及预期：近年政府财政状况较为紧张，影响相关部门对 IT 解决方案采购进度。 

经济下行超预期：宏观经济面临下行的趋势，如果超预期下行，可能影响企业整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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