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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用友网络控股子公司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百度时代网络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就“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

用”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报告摘要： 
 产业互联网元年，联合百度打造生态圈。2015 年，以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与传统产业融合，开启产业互联

网元年。公司拥有庞大小微企业用户群，本次与百度合作将关注并解

决畅捷通公司在小微企业信息化领域所发现的问题，借助百度大数据

引擎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打造产业互联网生态圈。 

 大数据服务贡献价值，多纬度积累企业用户数据。两家公司将结合畅

捷通公司相关产品的定位和用户的需求，畅捷通在自身产品中开发百

度时代公司大数据引擎的服务入口，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服务入口按

钮，跳转至相关服务页面，从而尝试解决小微企业在市场营销时了解

客户、了解竞争对手、了解自身品牌等问题。通过这种合作模式公司

和百度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服务，同时也积累更多纬度企业相关数

据，为将来数据价值金融变现等商业模式打下良好基础。 

 互联网+金融+X，积累数据金融变现。在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背后，互

联网+金融+X 是其核心。产业互联网的大势将很快在各个产业渗透蔓

延，在这一趋势中，互联网和金融将成为产业互联网在各个领域发展

的两大工具，我们认为，通过庞大客户群体提供管理、财务、税务等

服务的企业有望实现数据、金融等业务的快速变现。具备庞大用户体

量基础和较好客户粘性的公司有望率先受益，成长为千亿级别的行业

龙头。 

 投资建议: 14/15 EPS 0.55/0.70 元，目标价 50 元，维持“买入”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4235.21 4362.69 5,086 6,046 7,293 
增长率（%） 2.74 3.01 16.59 18.86 20.63 
归母净利润(百万) 379.60 547.90 645 815 1,009 
增长率（%） -29.28 44.34 38.77 26.26 23.85 
每股收益 0.39 0.57 0.554 0.699 0.866 
市盈率 140.18 95.15 66.79 52.93 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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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浪潮不断，移动金融获政策支持-冯达 

易欢欢》 

2015/1/13

《庞大用户基数造就行业双千亿巨头-

冯达 易欢欢》 

2015/1/12

《服务小微企业，千万用户千亿市值-

冯达 易欢欢》 

2014/12/4

《洪水般新增用户造就千亿市值-冯达》

2014/11/12

《经营效益提升，互联金融是重点》 

2014/10/30

《友金所上线，互联网金融更进一步》

2014/10/20

《获取移动转售，完善企业生态服务》

20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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