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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公司是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大数据信息智

能处理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为相关单位提

供数据治理咨询服务、行业大数据解决方案和数据增值运营等服务，

目前主要为国内卷烟生产企业提供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 

【行业状况】 

（1）大数据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按照赛

迪智库的预测，2017 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有望达到 4185 亿元，未

来 2~3 年的市场规模的增长率将保持在 35%左右。同时据业内分析，

在未来 5 到 10 年，大数据产业将可能迎来黄金增长期。 

（2）烟草市场规模渐长，大数据细分市场有望扩大：我国的烟

草销售收入逐年上涨，烟草市场规模巨大。面对烟草市场的庞大数据

库，企业出于业务发展需求，对大数据处理的依赖性提高，大数据细

分市场前景可观。 

【核心竞争力】 

（1）研发技术先进：公司拥有多年的烟草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

的开发经验，在大数据治理、大数据应用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

系和产品体系，截止到 2016 年末，公司已经拥有 31 项软件著作权

及 12 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2）行业经验丰富：公司及核心业务团队长期立足烟草行业，

拥有多年的行业大数据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湖北中烟、湖南中烟、北

京烟草、云南红塔等系列优质客户，对行业客户的业务流程、应用环

境和管理需求具有较深入的了解，能够更好地服务客户。 

（3）核心团队稳定：公司核心业务人员均持有公司股份，公司

的发展与核心业务人员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核心团队的稳

定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 

【公司财务数据简析】 

近三年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绩持续上升，2016 年营收

5825.42 万元，同比增长 114.14%，2016 年归母净利 969.34 万元，同

比增长 665.35%。 

【公司战略规划】 

公司将紧扣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应用的技术发展趋势，在大数

据治理与展现等主要产品方向上继续深耕拓展。在市场方向上，除继

续在烟草行业挖掘潜力扩大市场份额外，还将向政府、医疗、金融等

行业拓展。同时，公司将寻求与公司在技术或市场方面能形成互补的

企业的并购机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市场地位。 

【风险提示】公司经营规模较小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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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概况 

北京卓信智恒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

营业务为大数据信息智能处理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为相关单位提

供数据治理咨询服务、行业大数据解决方案和数据增值运营等服务。公司汇聚了一大批拥有

丰富专业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优秀人才，长期为烟草、政府、医疗等行业客户提供系统性的解

决方案和优质的信息化服务，服务遍布北京、辽宁、山西、湖北、湖南、云南、福建、广东等

多省市，拥有众多行业成功案例，具有较强的市场感召力和客户忠诚度，在行业信息化领域

中享有较高的声誉，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信息系统集

成及服务资质认定，并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此外，公司为北京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协会会员单位、北京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会员单位，并获得中国计算机报社、中国

信息化推进联盟、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联合颁发的“2014 年度中国大数据领域最具影响力企

业奖”，获得北京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颁发的“中关村示范区信用一星级企业证书”。                                         

2. 行业概况 

2.1 大数据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市场规模将逐步扩大 

大数据技术通过对庞大的数据信息进行专业化处理，以产生数倍于数据本身的价值，以

获得潜在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决策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受到越来越多

企业青睐，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 

据 Wikibon 报告，2016 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为 452.6 亿美金，细分领域中行业解决方

案和应用这两类细分市场规模为 226.5 亿美金。据 IDC 预测，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有望在 2017

年达 530 亿美元，国内大数据市场 2012 年开始启动，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数据大

国，大数据的商业模式逐渐得到市场印证。按照赛迪智库的预测，2017 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

模有望达到 4185 亿元，未来 2~3 年的市场规模的增长率将保持在 35%左右。在信息化建设的

推动下，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整体呈平稳较快增长态势，《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了 2020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目标——在总体

目标方面，到 2020 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大数据相

关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突破 1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 30%左右。此外据业内分析，在

未来 5 到 10 年，大数据产业将可能迎来黄金增长期。 

2.2 烟草市场规模渐长，大数据细分市场有望扩大 

公司主营业务为大数据信息智能处理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销售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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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要为国内卷烟生产企业提供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该细分行业发展直接受烟草行业发展

的影响。拥有近 30%全球消费者的中国卷烟市场，无论是从国内角度看还是从全球角度看都

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量。 

中国的卷烟销售收入：2011 年到 2015 年的卷烟年销售收入逐年上涨，尽管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率有所放缓，但截止至 2015 年末，我国的卷烟销售收入达到 14223.1 亿元，烟草市场规

模巨大。 

中国的烟草大数据市场规模：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在我国目前 3 亿多的卷烟消费者中约

有 1.5 亿人是互联网卷烟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这 1.5 亿消费者对卷烟品牌、卷烟规格包装、

吸味、价格、服务等方面的评价信息将形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而他们的选择偏好对商家来

说蕴含着极大的商业价值；从零售客户角度来看，我国有 500 多万零售客户，每天的交易数

据量庞大，交易数据中蕴含着对品牌规格和地市级公司的评价信息，深入挖掘其中的规律必

将给烟草行业带来可观的市场价值；从已经产生的数据来看，国家局通过建立了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管理决策三大应用体系，75 个应用系统，已成功采集行业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

大量的数据，为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持；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行业即将建设的国家局级、

省级卷烟订货平台作为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记录着 500 多万零售客户每年数亿次的卷烟交易

数据，通过分析可以探究出烟草市场发展规律，帮助企业紧跟市场热点、直击市场痛点，实

现更科学有效的业务布局。 

所以无论是从烟草市场大规模的需求量看还是从庞大的市场数据量看，大数据处理技术

仍然是烟草企业提高自身决策水平，核心竞争力的重点，大数据处理行业发展前景可观。 

 

图表 1:卷烟销售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3. 核心竞争力 

3.1 研发技术先进 

公司核心业务团队拥有多年的烟草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的开发经验，是行业内较早从事

数据解决方案提供的服务团队之一。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公司逐步掌握了大数据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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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核心技术，并开发了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数据软件产品，对于大数据治理、大

数据应用、移动应用信息集成平台和数据即服务等领域形成了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产品体系，

尤其在烟草等细分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图表 2:大数据环境综合治理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公司设有独立的产品研发，共有研发人员 20 人，其软件开发经验均在 3 年以上。2016 年

公司加强了研发的投入力度，累计发生研发费用 569.81 万元，相较 2015 年大幅度增加，同

比增长了 510.86%，年度内共取得了“卓信智恒用户自助商业智能分析平台软件 V1.0”、“卓信

智恒主数据管理平台 V1.0”、“卓信智恒指标管理系统 V1.0”等 14 件软件著作权及 2 件软件产

品检测证书，截止到 2016 年末，公司已经拥有 31 项软件著作权及 12 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3.2 行业经验丰富 

公司及核心业务团队长期立足烟草行业，拥有多年的行业大数据软件开发经验，对行业客

户的业务流程、应用环境和管理需求具有较深入的了解，公司拥有湖北中烟、湖南中烟、红

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深圳烟草、北京烟草、福建中烟、云南红塔集团、厦门卷烟厂等

一系列优质客户，能为客户提供符合行业特征和自身使用需求的大数据软件产品，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服务。 

例如，公司集合红安卷烟厂在资产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对其业务流

程进行梳理为其建立信息资源标准体系，实现了数据治理环境的标准规范，并在此基础上为

其建立相应指标管理、数字化管控、数据分析展现和移动应用的功能；公司通过对福建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各子公司的管理、审批、邮件等相关系统进行集成，为母子公司能在

统一的软件平台协同工作提供了卓越的用户体验，实现了数据和信息的共享，提高了用户的

决策支持服务水平，满足了公司集团协同办公的需求；公司为湖南中烟物流公司成功打造了

湖南中烟物流协同管理平台，为客户实现了从企业物流向行业物流的顺利转型，使得客户通

过减少投资、降低成本，达到了提升企业自身水平、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目的。 

3.3 核心团队稳定 

公司是由一批创业型人才投资组建的，主要业务人员拥有多年的团队合作经验，并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企业文化，团队凝聚力较强。公司核心业务人员均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的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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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人员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2016 年增加核心员工 4 名，6 名核心技术人员保

持稳定不变，核心业务人员的稳定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 财务数据简析 

2014 年营收 2155.94 万元，同比增长 8.9%，2015 年营收 2720.41 万元，同比增长 26.18%，

2016 年营收 5825.42 万元，同比增长 114.14%。 

2014 年归母净利 197.58 万元，同比增长 224.53%，2015 年归母净利 126.65 万元，同比减

少 35.90%，2016 年归母净利 969.34 万元，同比增长 665.35%。 

图表 3：公司近年财务数据概览 

报告期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营业总收入（万元） 2155.94 2720.41 5825.42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率（%） 8.9 26.18 114.14 

归母净利润（万元） 197.58 126.65 969.34 

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224.53 -35.90 665.35 

销售毛利率（%） 44.29 39.05 45.80 

资产负债率（%） 65.70 66.60 31.25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图表 4：公司近年营收及同比增长率情况 图表 5：公司近年归母净利及同比增长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5. 战略规划 

公司将紧扣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应用的技术发展趋势，在大数据治理、大数据展现、企

业移动信息集成等主要产品方向上继续深耕拓展。在市场方向上，除继续在烟草行业挖掘潜

力扩大市场份额外，还将向政府、医疗、金融等行业拓展。同时，公司将寻求与公司在技术

或市场方面能形成互补的企业的并购机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市场地位。 

1、战略定位：公司以成为国内优秀的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治理服务提供商为发

展目标，努力将公司打造成行业细分市场的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领航者。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单位：万元

营业总收入 同比增长率

-100.00%
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单位：万元

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重要声明证券研究报告 

第 7 页共 10 页 

证券研究报告 

新三板企业研究 
 

2、产品战略：紧紧围绕大数据治理、大数据架构及展现工具、企业移动信息集成进行产

品项目立项，关注行业政策及发展趋势，通过与客户的信息交互、联合立项开发等模式，结

合行业特点和客户需求，全力促进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技术等在行业的应用和推广，加

快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 

3、营销战略：首先深挖核心用户需求，做深烟草行业大数据应用+；其次通过各种资源整

合方式，依托于公司在烟草行业积累的大数据应用架构和产品与合作伙伴一起拓展其他行业

的大数据项目机会，在行业业务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数据专家服务团队逐步由项目实施和产

品销售型营销模式向软件即服务的服务型营销体系转型。 

4、研发战略：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开发为辅，未来三年重点研发方向为大数据资源治

理；加强项目管理，加大项目调研和立项，在保持现有产品优势的基础上，开拓和寻找新的

利润增长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缩短项目开发周期，提高研发效率，加快项目产业转化速

度；提升产品的品质，放大产品优势，提升产品价值。 

5、管理战略：做好公司成本控制，采取自制与外协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自制核心技术产

品，其他采取外协；建立健全公司规章制度，优化内部工作流程，加快管理创新；加强高端

人才引进和人才储备，持续优化薪酬体系、绩效考核体系和人才培养体制。 

6、公共关系战略：加强政府部门、证券金融行业、各行业协会的沟通和联系，加大外部

支持筹码，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改善企业外部环境；做好信息披露，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的学习和培训，主动与投资机构、投资者交流互动，做好公司市值管理。 

6. 风险提示 

公司经营规模较小抵御市场波动能力相对较弱、市场竞争加剧对公司创新能力及品牌影

响力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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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三板进入历史机遇期之际，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官领衔的新三板研究团队。新

三板团队依托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丰富研究经验，结合新三板的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的新三

板研究体系。团队已推出了周报、月报、专题以及行业公司的研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硕。 

广证恒生新三板团队致力于成为新三板研究极客，为新三板参与者提供前瞻、务实、有效的研究支持

和闭环式全方位金融服务。 

团队成员： 

袁季（广证恒生总经理兼首席研究官）：从事证券研究逾十五年，曾获“世界金融实验室年度大奖—最

具声望的 100 位证券分析师”称号、2015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中国证券业协会课题研究奖项一等

奖和广州市金融业重要研究成果奖，携研究团队获得 2013 年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六项大奖。2014 年

组建业内首个新三板研究团队，创建知名研究品牌“新三板研究极客”。2016 中国金融风云榜“中国金融管

理年度创新人物”，2016 年金号角奖金牌研究员。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副总监、副首席分析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际金融市场硕士，8 年证券研究经

验。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曾获 08 及 09 年证券业协会课题二等奖。具有多年 A 股及新三板研

究经验，熟悉一二级资本市场运作，专注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研究，担任广州市开发区服务机器人政策

咨询顾问。 

林全（新三板高端装备行业研究负责人）：重庆大学硕士，机械工程与工商管理复合专业背景，积累了

华为供应链管理与航天企业精益生产和流程管理项目经验，对产业发展与企业运营有独到心得。 

温朝会（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负责人）：南京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七年运营商

工作经验，四年市场分析经验，擅长通信、互联网、信息化等相关方面研究。 

黄莞（新三板教育行业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负责教育

领域研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魏也娜（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员）：金融硕士，中山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士，3 年软件行业从

业经验，对计算机、通信、互联网等相关领域有深刻理解和敏锐观察，2016 年加入广证恒生，从事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 

谭潇刚（新三板高端装备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机化学博士，曾发表多篇 SCI 论文，研究涉猎

化学、物理和材料等交叉领域；具有知名券商研究所、投行经历，兼备理工、金融复合知识背景和跨一、

二级市场研究视角。重点关注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材料领域相关产业链。 

陆彬彬（新三板主题策略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硕士，负责新三板市场政策等领域研

究。 

 

联系我们 

邮箱：lubinbi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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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销售团队： 

区域 姓名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华北机构

销售 

张岚 (86)18601241803 zhanglan@gzgzhs.com.cn 

褚颖 (86)13552097069 chuy@gzgzhs.com.cn 

李婉秋 (86)18611153323 liwq_a@gzgzhs.com.cn 

上海机构

销售 

王静 (86)18930391061 wjing@gzgzhs.com.cn 

广深机构

销售 

步娜娜 (86)18320711987 bunn@gzgzhs.com.cn 

廖敏华 (86)13632368942 liaomh@gzgzhs.com.cn 

吴昊 (86)15818106172 wuhao@gzgzhs.com.cn 

战略与拓

展部 

李文晖 (86)13632319881 liwh@gzgzhs.com.cn 

姚澍 (86)15899972126 yaoshu@gzg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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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证恒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4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股票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谨慎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15%； 

中性：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回避：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上。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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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公司与所评价或推

荐的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重要声明及风险提示： 

我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

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

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

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与控股股东（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部门及分

支机构之间建立合理必要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有效隔离内幕信息和敏感信息。在此前提下，投资者阅读本

报告时，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已经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

易，或者可能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法律法规

政策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

本报告公开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独立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

公司所有。未获得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

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

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