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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鲲鹏生态加速布局，自主技术产业链值得关注
强于大市（维持）



行业要闻及简评：1）华为鲲鹏生态布局加速，全国多地建设基地，有望
带动自主技术发展；2）国家网信办就《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公开征求意
见，聚焦内容安全；3）马云正式卸任阿里董事局主席，现任 CEO 张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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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4）苹果秋季发布会硬件平淡无奇，游戏及视频订阅服务成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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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融资；2）百度宣布 14.43 亿元战略投资东软控股，CTO 王海峰将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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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控股董事；3）数字化工厂服务商新核云获数千万元 B 轮融资；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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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物联网初创企业 Samsara 获 3 亿美元 F 轮融资；5）华为拟在境内发行

0%

两期规模均为 30 亿、共计 60 亿元的中票；6）华力创通拟出资 1500 万
元参与投资成立武汉东湖科技金融研究院，占股 30%；7）中国软件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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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9500 万参与投资设立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占股 19%，关联
方中电有限出资占比 72%；8）国寿资产近日在二级市场继续增持万达信

相关研究报告
《行业周报*计算机*国内网安市场快
速扩大，IDC预计未来四年平均增速
将超25%》 2019-09-08
《行业周报*计算机*工信部公示双跨
平台清单，十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2019-09-01
《行业周报*计算机*央行发布金融科
技三年发展规划，利好FinTech发展》
2019-08-25

息 2.0464%股票，增持后持股合计达到 14.7749%。


闫磊

一周行情回顾：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57%，沪深 300 上涨 0.60%，前者
跑赢后者 1.97 pct，行业整体 P/E 为 49.48x。213 只 A 股成份股中，180
只股价上涨，1 只平盘，32 只下跌。



投资建议：经过连续 5 周上涨，板块估值接近 50x，不少强势个股股价已
越过 3-4 月的高点，但对比历史经验估值水平，板块或仍有上行空间。近
日，中美在贸易冲突方面互相释放善意，对风险偏好应有一定支撑，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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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投融资事件：1）供应链数字化解决方案商爱创科技完成 6000 万元 B

交易依然活跃，我们倾向于认为计算机板块继续上行或维持震荡。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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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以及龙头企业表现依然良好，板块内基本面延续分化。继续建议关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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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细分领域以及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同时华为鲲鹏产业链可能
带动自主技术发展，值得长期跟踪。推荐中科创达、和仁科技、卫宁健康、
石基信息、启明星辰、绿盟科技、中新赛克、华宇软件、北信源、广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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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建议关注恒生电子、创业慧康。


风险提示：1）中美科技争端升级：极端情形下，如开源技术、基础软硬
件等遭到封锁，则冲击不可小视；2）下游需求风险：如下游政企客户因
财力受限致 IT 支出下滑，将对企业订单和收入形成负面影响；3）新技术
风险：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遭遇瓶颈或应用推广缓慢，不利于相关企
业发展；4）商誉风险：2019 年经济下行压力大且仍是对赌到期高峰，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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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排除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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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要闻及简评
1. 华为鲲鹏生态布局加速，全国多地建设基地
近期，华为对于鲲鹏生态的布局正在加速，在全国多地布局鲲鹏基地，包括成都、厦门、深圳、上
海、南京等地。
（21 世纪经济报道 9/10）
简评：华为在芯片领域已推出麒麟、巴龙、昇腾、鲲鹏四大系列，其中鲲鹏是基于 ARM 架构的服务
器 CPU 芯片。多年以来，凭借 X86 架构在服务器领域的天然优势以及完整生态，英特尔在服务器
芯片领域占据着约 9 成的份额，挑战者均未能成功。借助国内加强自主技术的契机以及庞大的内部
市场，华为鲲鹏或许有望建立起基于 ARM 的自主服务器生态，这也极可能带动数据库、中间件、操
作系统、关键行业应用等一系列自主软件的发展，值得重点关注。
2. 国家网信办就《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内容生产者、网络平台管理责任、内容
使用者、监管部门的主体责任，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10 月 10 日。
（澎湃新闻 9/11）
简评：内容生态安全本身就是网络安全的重要构成，规定的出台强化了该方面的管理。就文件内容
看，除明确各相关部门的监管架构外，重点针对网络参与者列出了鼓励和禁止行为。对于计算机行
业而言，网络舆情监控、流量管理、网络可视化等方面的相关企业均将受益。
3. 马云正式卸任阿里董事局主席，张勇接任
在杭州奥体中心举办的阿里巴巴集团 20 周年年会上，马云正式宣布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将接
力棒交给了现任集团 CEO 张勇。
（凤凰科技 9/11）
简评：马云卸任是本周中国 IT 界最受关注的消息之一。阿里起家于电商，随后业务拓展至金融、文
娱、云计算等领域，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为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创始人马云功不可没。而接
班人张勇 CFO 出身，双 11、手机淘宝、菜鸟网络、新零售等战略均由其主导，表现不俗。结合阿
里稳健的合伙人制度，相信阿里将继续稳步前行。
4. 苹果秋季发布会硬件平淡，服务成主角
苹果在秋季发布会上发布新款 iPhone、iPad、Apple Watch，以及游戏订阅服务 Apple Arcade 和视
频订阅服务 Apple TV+，两者将分别提供大量独家游戏和苹果自制剧。
（全天候科技 9/11）
简评：苹果本次发布会新发布的三款硬件可谓平淡无奇，尤其是 5G 缺席，已明显落后于华为与三
星。不过，定价均为 4.99 美元/月的游戏订阅服务 Apple Arcade 和视频订阅服务 Apple TV Plus 成
为重要主角，这也与苹果强化内容服务的战略一致，应会成为其新的增长引擎。

二、 重要投融资事件
【爱创科技】供应链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爱创科技近期完成 6000 万元 B 轮融资，投资方为同创
伟业，本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36Kr 9/9）
【百度&东软控股】百度宣布 14.43 亿元战略投资大连东软控股，百度 CTO 王海峰将出任东软控股
董事，双方将在智能城市、智能教育、智能医疗等关键领域进行合作。
（36Kr 9/10）
【新核云】数字化工厂服务商新核云获数千万元 B 轮融资，投资方为北极光创投、赋田资本、青蓝
资本，本轮融资将重点用于技术研发以及产品打磨。（36Kr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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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ara】工业物联网初创企业 Samsara 获 3 亿美元 F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 63 亿美元，老虎
环球、Dragoneer、Andreessen Horowitz、General Catalyst 参与本轮融资。
（猎云网 9/12）
【华为】拟在境内发行两期规模均为 30 亿、共计 60 亿元的中票，发行期限均为 3 年，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和债项评级均为 AAA，两期承销商分别为工行与建行。
（中国证券报 9/12）
【华力创通】拟以现金出资 1,500 万元参与投资成立武汉东湖科技金融研究院有限公司，东湖金融
研究院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公司出资占比 30%。
（公司公告 9/9）
【中国软件】拟以现金出资 9,500 万参与投资设立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暂定名）
，标的公
司注册资本 5 亿元，公司出资占比 19%，关联方中电有限出资占比 72%。
（公司公告 9/10）
【中国人寿&万达信息】9 月 9 日至 12 日，国寿资产在 A 股二级市场继续增持万达信息 2.0464%股
票，增持后持股份额合计达到 14.7749%。
（公司公告 9/12）

三、 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57%，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60%，计算机行业指数跑赢 1.97 pct。年
初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指数累计上涨 51.42%，沪深 300 指数累计上涨 31.94%，计
算机行业指数累计跑赢 19.48 pct。

图表1

图表2

年初以来计算机行业指数相对表现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上周计算机及各行业指数涨跌幅表现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写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整体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49.48x。上周，
计算机行业 213 只 A 股成份股中，180 只股价上涨，1 只平盘，32 只下跌。

图表3

上周计算机行业涨跌幅排名前 10 位个股
涨幅前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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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前 10 位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1

中威电子

46.48

62.86

2

中科软

33.09

0.23

1

安博通

-14.43

138.60

2

深南股份

-8.76

99.91

3

东方通

29.03

65.59

3

虹软科技

-7.63

59.01

4

奥飞数据

5

海联金汇

28.83

65.71

4

赛意信息

-6.00

67.03

27.69

18.30

5

南洋股份

-5.64

4.51

6

数字认证

19.21

44.71

6

东方网力

-3.95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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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前 10 位

跌幅前 10 位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7

金财互联

17.29

16.38

7

中国软件

-3.60

35.66

8

拓尔思

16.09

21.88

8

航天宏图

-3.20

41.36

9

天夏智慧

15.32

17.33

9

柏楚电子

-2.68

25.87

10

四方精创

14.68

26.79

10

同花顺

-2.21

28.03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投资建议
行业观点：在市场整体交易活跃的氛围下，计算机板块连续 5 周上涨，板块估值接近 50x，不少强
势个股股价已越过 3-4 月的高点。不过，对比历史经验估值水平，如高涨的市场情绪继续维持，板
块或仍有上行空间。近日，中美在贸易冲突方面互相释放善意，对风险偏好应有一定支撑，加之交
易依然活跃，我们倾向于认为计算机板块继续上行或维持震荡。近期，华为正在加速建立其鲲鹏生
态，在国内加强科技自主力度的大环境下，这或许将带动数据库、操作系统、中间件、关键行业应
用等一系列自主软件发展，值得重点关注。
投资策略：从中报状况来看，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计算机行业营收总额增速明显放缓，但高景气
细分领域以及龙头企业表现依然良好，板块内基本面延续分化。继续建议关注高景气细分领域以及
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同时华为鲲鹏产业链可能带动自主技术发展，值得长期跟踪。
相关标的：推荐中科创达、和仁科技、卫宁健康、石基信息、启明星辰、绿盟科技、中新赛克、华
宇软件、北信源、广联达、用友网络，建议关注恒生电子、创业慧康。

五、 风险提示
1） 中美科技争端升级：目前，如服务器、PC 等硬件产品已受关税上调影响，极端情形下，如开
源技术、基础软硬件等遭到封锁，则冲击不可小视；
2） 政企 IT 支出力度不及预期：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下游政企客户因财力受限致 IT 支出下滑，将
对相关公司的订单和收入形成负面影响；
3） 新技术研发及应用进展低于预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应用仍远未成熟，如研发遭遇瓶颈或应
用推广缓慢，不利于相关企业发展；
4） 大规模商誉减值风险：2019 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且仍是业绩承诺到期高峰，尚难以排除

继续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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