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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A 股公司简评

报告 

计算机应用 

业绩符合预期，创新业务有望加速成长 

 

事件 

公司发布 2019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8,200 万元至 19,300 万元，同比增长 62.75%至 72.59%。

其中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

金额约为 5000 万元；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1,328.76 万元。 

简评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200

万元至 19,300 万元，同比增长 62.75%至 72.59%。其中 2019 第

三季度净利润 5687 万-6787万元，同比增长为 12.2%-34%，符合

市场预期。其中，前三季度扣非利润增速为为 34%-45%，第三季

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 9%-32%，相比 Q2 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

预计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5000万元，上年同期该项目金额1329

万元。预计主要原因为订单落地的节奏，预计 2019 年 Q4 订单集

中确认有望贡献较多业绩。公司 2019 年新订单增长良好，创新

业务也进入快速落地阶段。 

政策推动医疗信息化行业持续高景气。医疗信息化领域政策利好

不断，19 年医院电子病历升级叠加医疗 IT 系统占绩效考核比重

加强将进一步推动了医疗信息化行业整体高速成长。同时，公司

医疗卫生物联网、互联网业务持续整体有序推进。公司业绩高增

长验证行业高景气有望持续。公司中标国家医保局医保业务系

统，表明公司业务系统能力得到国家医疗保障局认可，未来医保

相关产品在区域医疗局以及医疗机构有望迅速落地。 

创新业务进展良好，互联网+医疗业务加速成长。公司区域卫生

系统标杆项目“健康中山”顺利验收，“健康中山”平台建设任

务完成后，打通了中山全市医疗健康数据，“健康中山”运营平

台目前已经正式进入运营期，为后续公司医疗大数据运营业务和

及中山模式的异地复制奠定坚实基础。公司在中山模式后，已经

与自贡市签订了《自贡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和运营合作协

议》，公司中山项目落地数据变现在即，有望为公司贡献显著收

入。公司与北京圆心科技拟进一步布局互联网医院领域，持续开

展互联网医院建设及医院智慧服务建设，努力构建基于互联网医

院的在线问诊、处方、药品配送到家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圆心科

技在医疗互联网领域优势明显，旗下拥有的“妙手医生”网站及

APP 产品是国内首批互联网医院牌照获得者，其在院外处方流转、

互联网医院运营、药品供应链及 DTP 全国布点、品牌医生运营方

面深具能力。与圆心科技合作将推动公司互联网医疗生态加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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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股票价格绝对/相对市场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3.97/4.45 21.13/17.33 58.19/33.51 

12 月最高/最低价（元）  28.0/13.86 

总股本（万股）  72,833.24 

流通 A 股（万股）  54,573.45 

总市值（亿元）  129.86 

流通市值（亿元）  97.3 

近 3 月日均成交量（万）  1,618.81 

主要股东   

葛航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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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计算机】创业慧康(300451):

中报点评：业绩超预期，互联网+医疗

创新业务有望加速成长 

19.07.10 

【中信建投计算机应用】创业慧康

(300451):中报业绩预告点评：业绩超预

期，创新业务有望加速成长 

19.04.26 

【中信建投计算机应用】创业慧康

(300451):业绩高增长，产品及服务架构

调整助推创新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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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公司围绕打造“健康城市”运营业务生态体系分别与华为、网易、蚂蚁金服、腾讯、联想等厂商签署了合

作协议。 

盈利预测及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0 年收入分别为 17.31 亿元、21.82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81 亿元、

3.58 亿元，医疗 IT 领域政策密集催化，19~20 年医疗信息化行业有望持续高景气，传统医疗信息化业务受政策

推动订单饱满高增长确定性较强，中山模式落地数据变现有望贡献显著收入，同时公司互联网业务也有望加速

成长，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医疗 IT 行业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公司传统业务增长不及预期；创新业务进展不及预期；中山模式数

据变现以及异地复制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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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泽蕤：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执业证书编号：S1440517030001。香港中文大学电

子工程硕士，专注于金融科技、信息安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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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分析师通信第一名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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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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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仅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或建议在本报告发出后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均仅反映本报告发

布时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可能在随后会作出调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

考，不构成投资者在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等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投资者作出的最终操作建

议做任何担保，没有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决策与本公司和本报告作者无关。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类似的金融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本报告。任

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或修改。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且本文作者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注册的证券分析师，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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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不曾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

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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