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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相对市场表现(近 12 个月)  

   
资料来源：聚源 

盈利预测 

百万元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主营收入 406 431 526 668 

（+/-） 10% 6% 22% 27% 

净利润 44 51 63 74 

（+/-） 33% 15% 24% 16% 

EPS(元) 0.48 0.55 0.69 0.80 

P/E 255 222 179 154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研究院 

 

  

 电信、电力行业软件核心供应商 

公司聚焦于平台软件与行业应用软件研发与生产，是电信、电力行业软件核

心供应商。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软件产品，为电信行业开发的运营支撑系统

为电信行业运营商的核心生产支撑系统，目前已成功应用于中国电信总部、

中国联通总部及 20 余省分公司和中国移动，成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OSS

规范主导者；公司为电力行业开发的电力企业管控软件是电力行业智能电网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主推政府大数据，公司多环节受益 

今年七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我国将在 2018 年以

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门户，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目标信息消费总

额达到 6 万亿元，2025 年，信息消费总额达到 12 万亿。9 月，国务院紧锣

密鼓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加快推进政务大数据进

程。随着政策催化，数据资源逐步开放共享，数据获取的源头不再是问题，

智慧城市、政务、公共服务、电子能源、医疗交通等各子行业大数据产业链

皆有望迎来爆发。科大国创在相关行业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方面皆将受益。 

 募集资金打造软件深度集成平台 

公司募集资金 25413.40 万元，用于打造新一代电信运营支撑系统建设项目

（NGOSS），电力企业一体化管控软件建设项目，企业级信息集成平台建设项

目等，项目完成后可大大加强各服务对象信息化水平，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

提高，深度集成平台是公司大数据商业市场第一步，未来盈利模式更为多样。 

 估值与投资建议： 

公司行业软件业务发展迅速，进入壁垒高。我们根据公司经营情况，估计

2016-2018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4.3 亿元、5.26 亿元、6.68 亿元，净利润分

别为 0.51 亿元、0.63 亿元、0.74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55、0.69、0.80。 

 主要风险因素： 

公司销售客户较为集中，电信、电力行业软件供应商竞争加剧，行业需

求发生重大不利使整体收益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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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解析：电信、电力行业软件核心供应商，两点支撑多点发力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专注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是中国信息技术产品研发与整体解决方案领先供应商。公司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财产权

的数据集成、应用集成、工业流、云资源管理、大数据处理等核心技术，并于 2016年 6

月 28 日在深交所发行上市。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公司

承担了 2 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获得了 2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拥有“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证书”88 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40 项。 

图表1： 公司资质简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联讯证券 

 

（一）公司是电信、电力行业软件核心供应商 

公司聚焦于平台软件与行业应用软件的研发与生产，是电信、电力行业软件核心供

应商。其创造性地研发了电信运营支撑系统完整产品和解决方案，全系列共计九大产品

线四十余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为电信行业开发的运营支撑系统为电信行业

运营商的核心生产支撑系统，目前已成功应用于中国电信总部、中国联通总部及 20 余省

分公司和中国移动，成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OSS 规范主导者。  

图表2： 科大国创电信事业部产品体系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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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行业软件市场核心支撑系统供应商。电信运营商 IT 系统主要包括 OSS（运营支

撑系统），BSS（业务支撑系统）、MSS（管理支撑系统）三大领域。公司开发的 OSS 系统

是电信运营商的核心生产支撑系统，企业级信息集成平台是 OSS 各系统之间数据和应用

交互的枢纽，ODS（运营数据仓储）面向数据应用数据开发。 

 

图表3： 电信运营 IT 系统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 联讯证券（注红色虚线部分为公司开发软件所涵盖内容） 

OSS 系统已成为电信行业新产品和营销模式的触发中心、监控中心和校验中心，是

运营商提高收益、发掘新业务价值增长点的战略要地；ODS 是大数据的基础，是大数据

分析的第一阶段，重点解决业务应用统计分析报表功能，数据结构也基本和业务系统数

据表一致，数据挖掘、决策分析和模型导入是第二阶段。 

 

图表4： 中国电信 ODS 应用业务功能 

 

资料来源：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联讯证券 

 

目前，公司软件已应用于中国电信总部及其所属的国际公司、17 家省公司，中国联

通总部及其所属 9 家省级公司，中国移动所属 4 家省级公司，新疆广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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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三大运营商主要 OSS 运营支撑系统软件供应商 

运营商  主要 OSS 运营支撑系统软件供应商  

中国电信 中兴软床、中通服软件、科大国创 

中国联通 亿阳信通、天元网络、中兴软创、科大国创 

中国移动 亿阳信通、天元网络、中兴软创、中通服软件、科大国创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 联讯证券 

 

电力企业管控软件领先者。科大国创面向电力行业开发的主要软件是电力企业管控

软件，应用于发电、变电、用电、调度等电力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环节，是首家为大型

发电集团提供信息资源规划、数据体系设计、统一信息平台和数据仓库建设的国内软件

企业。公司开发的发电企业管控一体化方案，解决了各电力企业管控关系复杂、管理成

本较高等问题，在企业各组织间在统一的标准和平台上，通过信息共享、流程贯通实现

企业的管控一体化。 

 

图表6： 发电企业管控一体化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联讯证券 

  

公司电力管控软件主要应用于五大发电集团和电网公司。在电力管控软件领域，主

要为国际厂商在项目前期提供咨询服务，项目实施分包给国内软件开发商进行二次实施。

国内电力管控软件市场主要供应商有 IBM、埃森哲、SAP、ORACLE、同方电子、远光软件

和科大国创。 

（二）进军金融、交通、政府等新领域，多点爆发可期 

 

公司将其在电信、电力行业多年的领先经验成功应用至金融、交通、政府等新领域，

形成了两点支撑，多点爆发的业务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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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行业：公司自 2009 年起即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了金融资产管理相关软件开

发与服务，金融资产投资运营管理系统可为金融投资机构高效地开展资产管理

业务提供一整套符合整体规划配合默契的解决方案，具体包括：投资主办业务

的资金头寸管理系统、业务交易的交易管理系统、交易后业务的成交管理系统、

支撑法律法规检查的合规检查系统。 

 交通行业：公司自主开发了智慧交通公众服务信息平台、交通运输行业卫星定

位系统平台，其开发的安徽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公开系统采用了移动互联、卫

星定位、云计算等领先技术，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一线执法人员的现场科技执法。 

 政府：在政务平台上，开发了行政审批管理信息系统等电子政务相关系统，满

足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业务需求和复杂的业务流程。 

互联网+已深入到金融、物流、交通、医疗等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模式。公司参与

的电信、电力、金融、交运等行业的软件设计难度大，具备较高进入壁垒。国家互联网+

的哨声已吹响，逐鹿各行业信息化蓝海，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开发已成为各方共识， 智

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民生、智慧园区等建设为公司多点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 

（三）产品毛利率高，公司盈利能力强 

2011年-2015年，公司行业软件毛利率保持在 59%-70%之间，综合毛利率在 30%以上，

这表明公司核心产品行业软件具备较高技术壁垒。 

图表7： 公司综合毛利率及行业软件毛利率水平 

报告期(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行业软件毛利率 68.50% 67.19% 64.01% 59.21% 60.96%

综合毛利率 42.97% 40.52% 44.39% 34.67% 38.13%

资料来源：wind 联讯证券 

人工费用在行业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上占比分别高达 92.90%和 99.10%，公司职工薪

酬占销售费用比例近半，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80%以上，技术人员中多数参加过国家、

省、市科研项目及电信、电力、金融、交通等行业重大信息工程开发，是公司开展高层

次研究的重要基础。 

 

图表8： 2014 年度人工费用分别占各项营业成本的比例 

 

资料来源：招股书 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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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2 年到 2015 年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复合增长率达 23.88%，2015 年营业收入

和营业利润分别为 4.06 亿元和 0.42 亿元，产品具备技术壁垒，盈利能力较强。其中 2014

年营业利润下滑主要由于原材料采购成本增加、日元汇率下跌所致，2015 年营业利润恢

复到正常区间。 

 

 

图表9： 2012-2015 年营业收入及增长率  图表10： 2012-2015 年营业利润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招股书 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招股书 联讯证券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行业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项目，两项占比超过 70%，其

中行业软件开发中电信、电力和政府项目占比较大，公司固有业务较为稳定，已建立持

久良好的客户关系。 

 

 

图表11： 2015 年营业收入占比(%)—按项目  图表12： 2015 年营业收入占比(%)—按行业 

 

 

 

资料来源：wind 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wind 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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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益政府大数据建设进入快车道，驱动强劲 

（一）政府大数据特点 

政府大数据具备大数据的 4V 特性：数量巨大（Volume），资料输入输出快（Velocity），

多样性（variety）,真实性（Veracity）。政府大数据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大量和多样。 

数量巨大----根据九次方数据统计“阿里巴巴的数据容量也就是 100PB 左右，而仅

一个北京市政府就拥有几百个 PB 的数据容量，相当于 10 个阿里巴巴。”，中国共有 664

个城市，2852 个行政县，40446 个行政乡，全国政府大数据加起来至少也该有数百甚至

上千个阿里巴巴的体量。 

多样性——政府大数据涉及工商、税务、司法、交通、医疗、教育、通信等等领域，

数据的种类繁多。 

政府在应用大数据时，需解决两个难点： 

一是数据搜集，政府数据来自多种渠道，不同的部门和国家，分享和传递信息可能

失真； 

二是数据分享，每个政府机构或部门都有自己的存储机构，用于存储公共或机密信

息，而且并不愿意分享各自的专有信息。例如在医院和警局之间若要在犯罪信息方面进

行信息分享会面临无法进行有效信息分享的难点。 

另外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也是应用中的问题，目前政府大数据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各政府下属机构、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垂直部门数据分享都较为困难，破除“信息孤

岛”成为政府大数据要务。 

 

（二）政府快马加鞭力推信息化发展 

2016 年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纲要》明确建立信息开放门户，明确国家信息化战略目标，提出： 

 一条主线：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根本目标：建设网络强国； 

 三大着力点：增强信息化发展能力、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优化信息化发展环

境。 

同时强调我国将在 2018 年以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门户，从三个方

面加快推进政府数据开放： 

 一是加强数据资源的管理，优先开放相关领域数据； 

 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实现最大程度开放； 

 三是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标准体系，实现统一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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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 《国家信息化战略发展纲要》移动通信网络信息化战略目标 

 

资料来源： 联讯证券 

 

目前政府已是大数据的重要推动者。政府大数据即在政务系统中产生、调查统计中

产生以及通过物联网/互联网等渠道采集而生成的 3 类数据。自 2012 年国务院正式明确

提出大数据产业化的政策之后，政策频出，我国政府已成为大数据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图表14： 我国大数据发展主要推动者 

2015 年 2016 年 

大型互联网公司 大型互联网公司 

政府机构 政府机构 

国内大学和科研所 创业企业 

公共服务机构 / 

创业企业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联讯证券 

图表15： 我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发展计划 

时间  省市  政策主要内容  

2012年 12月 广东 《广东省实践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 

2013 年 6 月  重庆 《重庆市大数据行动计划》 

2013 年 7 月 上海 《上海推进大数据研究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 

2013年 11月 天津 《滨海新区大数据行动方案（2013-2015）》 

2013年 12月 江苏 《南京市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意见》 

2014 年 3 月 贵州 
《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

（201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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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省市  政策主要内容  

2015 年 8 月 青海 《青海省关于印发促进云计算发展培训大数据产业实施意见的通知》 

2015年 10月 湖南 《推进云计算大数据开放合作指导意见》 

2015年 11月 陕西 
《陕西省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陕西省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示范工程实施方

案》 

2016 年 1 月 广西 《关于印发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建设等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6 年 2 月 浙江 《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计划》 

2016 年 4 月 广东 《广东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 

2016 年 5 月 吉林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督的实施意见》 

2016 年 5 月 北京 《北京市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计划（2016-2020年）》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联讯证券 

 

根据纲要要求，到 2020 年，中国目标信息消费总额达到 6 万亿元，2025 年，信息

消费总额达到 12 万亿元，市场空间可观。 

（三）数字管政加速进程，打破“信息孤岛” 

2016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颁布，该文件为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的纲领性文件再发，数字管政加速推进。该文件宗旨是使我国政务信息共

享有据可依，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提升政务信息共享管理和约束效力，。  

 

图表16： 政府管理的三种模式 

 
资料来源： 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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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大数据蓝海浮现，软件行业受益 

 

据贵州大数据交易中心统计，2015 年，政府大数据应用市场规模达到 15 亿元。预

计今后的 2～3 年内，政府大数据应用市场规模将成倍增长，2020 年政府大数据市场规

模将达 575 亿元。 

 

图表17： 政府大数据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贵州大数据中心 联讯证券 

 

目前政府大数据产业链完备，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政府数据按上、中、下游可

以分为数据拥有与制造、数据加工和使用以及大数据服务提供三个板块，政府大数据还

处于数据拥有与制造到数据加工和使用阶段，在此阶段政策紧锣密鼓催化发展，大数据

产业链迎来最佳的政策支持环境。 

 

图表18： 政务大数据流程 

 

 

资料来源：互联网 联讯证券 

随着数据资源逐步开放共享，数据获取的源头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智慧城市、政务、

公共服务、电子能源、医疗交通等各子行业大数据产业链皆有望迎来爆发，为相关的数

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软件企业直接带来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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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 大数据产业链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九次方大数据 联讯证券 

（五）科大国创为政府大数据领域领头兵 

 

公司在大数据领域实战经验丰富，处于领先位置。科大国创在分布式计算、下一代

数据仓库、大数据分析平台、大数据集成平台以及大数据即服务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

应用大数据技术先后承接了电信综合分析、电信智能网管、电信数据总线、电力集团数

据体系设计、电力集团数据仓库建设、交通信息服务等项目，公司项目经验丰富，在政

务大数据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从数据源层到数据采集、计算、服务各层皆受益。  

 

图表20： 科大国创电信大数据存取及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联讯证券 

三、募集资金打造软件深度集成平台  

公司募集资金 25413.40 万元，拟用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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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 公司募投项目（万元） 

 

资料来源：招股书、联讯证券 

 

新一代电信运营支撑系统建设（NGOSS）项目，打造电信深度集成解决方案。公司拟

将现有的 OSS 软件系统升级开发新一代运用支撑系统（NGOSS，New Generation Operation 

Software and System）。NGOSS 使电信运营标准化，同时引入了客户关系管理（CRM）、企

业资源规划（ERP）等，不仅是一个电信网络运营支撑系统，更是一个电信企业管理系统。 

 

图表22： NGOSS 的系统模型简单化设计 

 

资料来源：互联网 联讯证券 

 

 

其中公司为电信企业新增的“智能管道”可利用网络中产生的大量有价值的数据，网络

数据的高效整合收集为电信企业利用大数据提供差异化服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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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 新一代电信运营支撑框架 

 

资料来源：招股书 联讯证券 

电力企业一体化管控软件，信息化建设一体化升级要求。本次募集资金新研发的电

力企业一体化管控软件为满足电力企业在新的管控目标和信息化发展要求下，在信息展

示、目标管控、经营管控、综合管理、生产管理等五方面实现总体指导，统一规划，研

发一套全面的基于一体化的电力行业管理软件。 

图表24： 电力企业管控软件能力提升示意图 

 

资料来源：招股书 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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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还对企业级应用集成平台进行了完善，包括对跨域服务提供 WSDL 地址、协

议地址等详细服务管理信息的上报和管理，对跨域对账信息进行汇总上报，增加数据备

份管理等。 

 

四、盈利预测 

我们预计公司 2016-2018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4.3 亿元、5.26 亿元、6.68 亿元，净利

润分别为 0.51 亿元、0.63 亿元、0.74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55、0.69、0.80。一下

是可比公司情况： 

 

图表25： 可比上市公司比较（股价基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 

资料来源：wind 联讯证券 

 

  

股价 2015 2016E 2017E 2018E 2015 2016E 2017E 2018E

科大国创 300520.SZ 123.09 0.48 0.55 0.69 0.8 254.77 222.31 178.77 153.97

远光软件 002063.SZ 13.24 0.2 0.27 0.36 0.47 65.16 48.71 36.43 28.22

亿阳信通 600289.SH 15.18 0.19 0.26 0.35 0.53 81.39 58.63 43.06 28.54

榕基软件 002474.SZ 15.85 0.03 0.04 0.05 — 613.78 369.43 331.70 —

东方国信 300166.SZ 24.09 0.4 0.5 0.71 0.92 57.10 46.12 32.62 25.04

EPS (摊薄) 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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