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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要闻及简评：1）2019 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在沈阳召开，三天会议期

间将举办主旨报告会、13 场专题会议以及工业互联网创新成果对接等活

动。我国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于 2017 年 11 月发布了《深化“互

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工业互联网列为

重点发展对象。我国工业互联网未来市场空间广阔。2）腾讯云与深证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协同彼此优势打造新一代金融行业云平台。腾

讯云与深证通签署金融云战略合作协议，是我国云计算厂商与金融科技服

务提供商将云计算应用于金融科技服务领域的探索，将有利于我国云计算

在金融行业应用的深化，以及提高金融科技的服务水平。 

 重要投融资事件：1）苏州科达于 10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

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5.16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2）

顶点软件与金交中心、中盾云安签署《合资协议书》，由三方共同投资设

立河南中原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顶点软件出资 300

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30%。3）长亮科技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开放银行解决方案建设项目”等 5 个项目。 

 一周行情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1.98%，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08%，前者跑输后者 0.9 pct。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市

盈率为 45.97。计算机行业 214 只 A 股成份股中，72 只股价上涨，2 只持

平，140 只下跌，表现不佳。 

 投资建议：上周，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1.98%，行业指数近几周处于

震荡态势。行业市盈率为 45.97，仍处于历史合理水平。9 月以来，货币

政策转向宽松，将对市场风险偏好产生积极影响。自上周以来，计算机行

业上市公司 2019 年三季报陆续披露，业绩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的优质个

股将迎来更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持续看好云计算、安全可控、医疗 IT 等主

题的投资机会。推荐广联达、用友网络、石基信息、浪潮信息、东方国信、

启明星辰、太极股份、中国长城、中科创达、卫宁健康，建议关注中国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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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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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在沈阳召开 

以“赋能高质量·打造新动能”为主题的 2019 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10 月 18 日在辽宁沈阳召开。

三天会议期间将举办主旨报告会、13 场专题会议以及工业互联网创新成果对接等活动。（新华网 

10/18） 

简评：当前，建设工业互联网、实现智能制造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各主要工业国家纷纷投入到新

工业革命的竞争当中。我国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于 2017 年 11 月发布了《深化“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工业互联网列为重点发展对象。我国工业门类齐

全完整，工业体量庞大，将为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提供深厚的土壤，我国工业互联网未来市场空

间广阔。 

2、腾讯云与深证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14 日，腾讯云与深圳通在深圳签署金融云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协同彼此优势打造新一代金

融行业云平台，面向资本行业提供合规、可信、安全、稳定的金融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服务，共同推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中证网 10/14） 

简评：腾讯云与深证通签署金融云战略合作协议，是我国云计算厂商与金融科技服务提供商将云计

算应用于金融科技服务领域的探索，将有利于我国云计算在金融行业应用的深化，以及提高金融科

技的服务水平。云计算在推动我国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云

计算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二、 重要投融资事件 

【苏州科达】公司于 10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5.16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公司公告 10/14） 

【顶点软件】公司与金交中心、中盾云安签署《合资协议书》，由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河南中原金融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顶点软件出资 300 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30%。（公

司公告 10/15） 

【长亮科技】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本次发行可转

债募集的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开放银行解决方案建设项目”、“分布式核心金融开放

平台项目”、“金融数据智能化项目”、“价值管理平台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等 5 个项目。（公

司公告 10/16） 

 

三、 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1.98%，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08%，计算机行业指数跑输 0.9pct。年初

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指数累计上涨 40.57%，沪深 300 指数累计上涨 28.52%，计算

机行业指数累计跑赢 12.05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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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年初以来计算机行业指数相对表现 
 

图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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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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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7。上周，计算

机行业 214 只 A 股成份股中，72 只股价上涨，2 只持平，140 只下跌，表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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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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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迈科技 54.67  104.05  1 海联金汇 -19.25  26.36  

2 同有科技 25.63  41.70  2 汉得信息 -16.94  25.35  

3 深信服 13.85  4.22  3 汇金股份 -15.46  40.33  

4 任子行 12.41  97.71  4 数字认证 -15.41  67.12  

5 天夏智慧 12.19  14.86  5 飞天诚信 -14.22  40.29  

6 达华智能 10.76  48.12  6 博彦科技 -13.62  20.18  

7 威创股份 8.78  11.23  7 朗科科技 -13.32  61.05  

8 麦迪科技 8.65  11.52  8 顶点软件 -12.80  23.84  

9 淳中科技 8.28  15.56  9 拓尔思 -12.53  11.86  

10 山石网科 8.03  175.66  10 四维图新 -11.64  17.56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投资建议 

行业观点：上周，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1.98%，行业指数近几周处于震荡态势。行业市盈率为

45.97，仍处于历史合理水平。9 月以来，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将对市场风险偏好产生积极影响。 

投资策略：自上周以来，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2019 年三季报陆续披露，业绩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的

优质个股将迎来更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持续看好云计算、安全可控、医疗 IT 等主题的投资机会。 

相关标的：推荐广联达、用友网络、石基信息、浪潮信息、东方国信、启明星辰、太极股份、中国

长城、中科创达、卫宁健康，建议关注中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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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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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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证券研究所投资评级： 

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10%至 20%之间） 

中性（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10%之间） 

回避（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性（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公司声明及风险提示： 

负责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就本研究报告确认：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公司研究报告是针对与公司签署服务协议的签约客户的专属研

究产品，为该类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辅助和参考，双方对权利与义务均有严格约定。本公司研究报告仅提供给上

述特定客户，并不面向公众发布。未经书面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本公司将采取维权措施追究其侵权责任。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您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请您务必对此有清

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免责条款： 

此报告旨为发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

明文批准，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及其复印本予任何其他人。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平安证券认为可靠，但平安证券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报告中的信息

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报告内容仅供参考。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

失而负上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并不能仅依靠此报告而取代行使独立判断。 

平安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

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

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平安证券研究所 电话：4008866338 
 
深圳 上海 北京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

融中心 62 楼 

邮编：518033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333 号平安金融

大厦 25 楼 

邮编：200120 

传真：（021）33830395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

中心北楼 15 层 

邮编：10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