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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落地，企业互联网战略助力长期成长
事件
日前，用友软件与深圳力合金融控股等三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深圳前海用友力合金融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
“友金所”）于深圳盛大开业，正式上线对外运营。公司的互联网金融战略开始落地。

评论
互联网金融落地，主打 P2P 业务：用友软件与深圳力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用友创新投资中心、深圳合力成
邦投资管理中心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前海用友力合金融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与其他 P2P 平台相比，品牌上具有优
势，技术实力雄厚，金融操控能力上具有丰富的经验。
由传统 IT 软件提供商转型 IT 软件和金融服务提供商：根据用友软件对“友金所”产出的初步规划，公司将在首年
亏损后，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大幅度盈利，成为除了 IT 软件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公司因此由传统 IT 软件提供
商转型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企业互联网提供商。
企业互联网战略导向：在用友软件不断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同时在国家推动使用国产化软件的政策的大环境下，有
望进一步蚕食国外企业在高端市场的份额。用友转型加速，包括面向中大型企业的私有云业务，面向小微企业的公
有云业务，同时开展 P2P 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全面围绕企业互联网战略。
私有云平台的签约用户增加：公司采用灵活的经营策略，通过自有实施专业顾问团队和专业服务伙伴相结合模式，
开展合营分签业务，在高端私有 UAP 云平台上，公司新增用户 30 余家，并且成功与某中央大型药企合作构建全国
医药物流平台，其解决方案在多个行业均有收获。
公有云技术取得突破，产品稳步推进：利用集团在北京的研发中心和硅谷研发中心共同解决公有云平台涉及到的技
术问题，在畅捷通 CSP 平台获得较大突破。目前已经成功上线的有云资源管理系统、运行平台、运营系统及公共
服务系统。运行平台的技术取得了较大突破，有力地支持了客户管家、易代账，工作圈以及会计家园等应用的高效
运行。

投资建议
维持“增持”评级，预测 14-15 年 EPS 为 0.55 元和 0.68 元，给予 6-12 个月目标价 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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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战略落地
P2P 互联网金融领域处于群雄纷争的阶段


P2P 金融隶属于小微金融领域，产生于中国的银行政策倾向于国有企业以
及有保障的大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始终无法满足，为 P2P 金
融提供了发展空间，填补了银行贷款业务的空白。互联网为 P2P 金融提供
了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不仅需要披露借款人的状况，交易平台的状况，
也为市场公开的借贷情况，风险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披露。



根据零壹财经发布的《中国 P2P 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 2014》的统计，
2013 年底全国的线上 P2P 平台接近 700 家，比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5 倍
多，截至 2014 年 10 月，共有约 1400 家 P2P 金融平台，金融平台的数量
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图表1：中国 P2P 金融交易规模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

来源：速途研究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P2P 交易的一大风险是，跑路事件层出不穷，缺乏有力的资金保障，许多
平台并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的能力和资金实力，有巨大的潜在风险，不仅
存在恶意诈骗的交易平台，另外也有经营不善和风控水平不够的问题。行
业洗牌期和整合期即将到来。

互联网金融落地，主打 P2P 业务


用友软件依托集团的强大技术实力和资金能力，与深圳力合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北京用友创新投资中心、深圳合力成邦投资管理中心共同发起设立
深圳前海用友力合金融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已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获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中用
友集团占有 60%的股权，与其他 P2P 平台相比，具有鲜明的优势：


品牌上具有优势，技术实力雄厚：友金所是用友集团的成员企业，深
耕金融解决方案多年，相对于草根的 P2P 平台，在技术上已经领先一
步，品牌上具有优势，在跑路事件引发投资者对于投资平台的信任程
度上日益关注的今天，友金所具有用友集团的品牌效应。



金融操控能力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公司的股东深圳力合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科技金融产业的综合平台，拥有专业
的金融管理团队和科技专家团队，以服务中小微科技企业的融资和投
资为主线。其中，力合金融董事长，友金所董事陈玉明先生拥有 30 年
银行、证券、基金管理、审计工作经验及丰富金融企业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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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传统 IT 软件提供商转型 IT 软件和金融服务提供商


践行互联网金融战略是用友集团的战略方向之一，加快培植发展企业互联
网金融服务业务，充分利用公司客户资源、渠道品牌、IT 技术等优势，积
极发展互联网支付、PTP 等项金融服务业务，全面满足客户需求，变现客
户资源。



控股子公司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了中国银行卡联合组织中国
银联颁发的收单外包机构的资质认证，并积极推动支付牌照申请工作，并
且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
许可。



根据用友软件对“友金所”产出的初步规划，首年计划实现 13.53 亿元的
贷款发放额，预估亏损 877 万元。接下来两年分别预计发放 21 亿元、29
亿元贷款，分别盈利 9415 万元、14890 万元。成为除了 IT 软件以外另一
个重要的增长点，公司因此由传统 IT 软件提供商转型 IT 软件和金融服务
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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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20%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20%；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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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
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
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对由于该等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国金证券不作出任何担保。且本报告中
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
素。本报告亦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邀请。
证券研究报告是用于服务机构投资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报告
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
建议做出任何担保。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
场实际情况不一致，且收件人亦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国金证券的客户。
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客户使用；非国金证券客户擅自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
受任何损失，国金证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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