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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經營活動摘要

金蝶同薪人薪事加強合作：為中小微型企業提供
數字化解決方案

4月12日，薪人薪事X金蝶
2019戰略發佈會——「超越
連接，融合共生」在北京舉
行。這是繼去年投資薪人薪
事以後，金蝶同薪人薪事合
作的進一步加深，金蝶集團
CFO林波、薪人薪事CEO

常興龍等出席了發佈會。本
次發佈會，薪人薪事正式推
出昊天系統，以數據驅動爲

核心，融合連接財務系統、協同辦公，打破人力資源的邊界
。本次發佈會，也是薪人薪事在接受金蝶戰略投資後，與金
蝶系列雲産品的首次集體亮相。雙方緊密結合，爲企業提供
更完備的雲服務。未來，金蝶將繼續在市場、渠道等方面賦
能薪人薪事，幫助薪人薪事獲得更大發展。

助力産業升級 金蝶與益陽、華爲共建「國家級工
業互聯網平台」

2019年4月3日，湖
南益陽市人民政府、
華爲公司、金蝶在
2019新型智慧城市
（益陽）峰會上正
式簽署共建益陽工
業互聯網應用平台
的戰略合作協議。

三方將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打造國家級益陽工業互聯網平台，
共同推進益陽市企業上雲、上平台，推動益陽數字經濟發展，
實現産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本期經營活動摘要

5月6日，「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
動新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爲主題的第
二届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在福州召開。作爲國內
知名雲服務廠商，金蝶集團受主辦方邀請，携
「金蝶雲•蒼穹」、「金蝶工業互聯網平台」、
「數字化工廠」等最新應用解决方案亮相，展
示了數字經濟時代下政企數字化轉型新趨勢。
截至目前，金蝶雲•蒼穹和溫氏集團、華爲、建
發集團、中石油國際、遠致投資、江蘇益客、
北京運通等衆多集團型企業達成了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未來十年中大型企業都會采用雲原生

金蝶亮相第二届「數字中國」 大企業數字化轉型平台惹關注

平台重構自己的系統架構，金蝶雲•蒼穹將持續引領和支撑大企業數字化轉型。

金蝶林波榮獲2018中國CFO十大人物

2019年4月26日，由財政部新理財雜志社主辦的第
十四届中國CFO大會暨2018中國CFO年度人物頒獎
典禮在北京召開。金蝶集團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
兼副總裁林波當選爲「2018年中國CFO十大年度人
物」。作为金蝶集团的首席财务官，林波在战略规
划、运营管理、财务管理及投资等方面拥有丰富经
验。为全面贯彻集团云业务转型战略，他主导完成
了多项战略布局，包括薪人薪事、纷享销客等投资

以扩大金蝶云业务版图，同时引入大搜投资，为金蝶实现云业务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在2018年财年，金蝶集团收入同比增长21.9%，其中金蝶云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49.5%。

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走進金蝶 共話産業互聯網未來

5月10日，深圳金蝶軟件園，春意盎然。中國
信息化百人會（簡稱百人會）一行走進金蝶集
團總部大樓，針對時下最熱的「産業互聯網」
話題，暢所欲言，發表獨特觀點。
金蝶創始人、董事會主席徐少春在歡迎辭表示，
最近幾年金蝶一直堅持雲轉型，正好趕上産業
互聯網時代，産業互聯網是這個行業發展的巨
大機會，也是傳統産業和傳統企業轉型升級的
一次重大機會。金蝶不僅是企業供應鏈、生産

製造這些後台的軟件，也開始涉及到企業經營管理領域，希望未來金蝶在産業互聯網這
個時代有所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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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首届金蝶雲蒼穹峰會」在深
圳金蝶軟件園舉行。會上，金蝶集團創
始人、董事會主席徐少春發表了題爲
「産業互聯網時代 數字化領導者成長
之道」的主旨演講。徐少春認爲，産業
互聯網毫無疑問是未來十年的一個巨大
機遇。他認爲其原因是，互聯網、大數
據、人工智能等新的技術在對傳統産業
進行深度的行業價值鏈重構，每一個企
業的核心競爭力也都在進行重塑。同時
他認爲，産業互聯網不是「産業+互聯
網」，而是「産業×互聯網」。

徐少春：産業互聯網是未來十年的一個巨大機遇

近日，由ACCA（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舉辦的
ACCA 2019華南區年度峰會在廣州舉行。本次峰
會發佈了《中國企業未來100强》榜單（以下簡稱
「榜單」），旨在發掘新一代具有巨大發展潜力
的中國民營企業。排在前10位的分別是長飛光纖、
索菲亞、顧家家居、大族激光、華天科技、新浪
微博、信維通信、麗珠醫藥、金蝶國際、用友網
絡、吉祥航空（幷列第十）。榜單前十名中，來
自廣東的企業占了半壁江山。

ACCA發佈中國企業未來百强榜 金蝶國際名列前十

作爲中國企業雲服務市場領航者，金蝶國際在本次排名中擠進前十，而其中的法寶，就
是不斷的轉型創新。「轉型是一種常態，新技術給財務管理帶來巨大變革。我們的財務
管理核心理念就是「無人會計、人人財務」。它的根本目標就是從管控轉向賦能，賦能
個體、成就人人」。

5月11日，深圳「首届金蝶雲蒼穹峰會」
開幕，金蝶集團創始人、董事會主席徐少
春掄起鐵錘，親手砸掉了象徵企業經營者
自我束縛的巨型「繭」。這也是繼2014年
以來，在歷經砸掉電腦、服務器等傳統管
理桎梏的象徵後，金蝶第六次以「砸」的
形式破舊立新。
「金蝶是要砸掉企業經營者的小我思想束
縛，以開放的、生態的理念，幫助企業直
達客戶，充分實現數字化、産業平台化，

重錘出擊産業互聯網 金蝶砸碎傳統IT七宗罪

讓上下游企業鏈接，形成數字共生體。」徐少春在峰會上呼籲，「未來十年是産業互聯
網的十年。産業互聯網的本質不在互聯網，而在傳統産業；傳統産業的本質不在企業內
部，而在行業價值鏈；行業價值鏈的本質不在占有，而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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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信托系」消費金融公司正式開業

爲了響應國家政策號召，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由中國中信有限公司、中信信托有限
責任公司、金蝶軟件（中國）有限公司共同出資成立的中信消費金融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注册資本3億元，首開信托公司持股設立消費金融公司的先河。其中中信有限持股
35.1%，中信信托持股34.9%，金蝶持股30%。

6月10日，全球知名信息技術諮詢公司IDC

發佈最新《2018年下半年中國企業團隊協
同軟件市場跟蹤報告》。報告顯示，中國企
業采用SaaS協同軟件的複合增長率爲
35.3%，增速遠高于傳統部署模式，到2023

年，SaaS模式的企業團隊協同軟件市場份
額將上升爲31.8%。目前，金蝶雲之家
（Kingdee-Cloudhub）是中國企業團隊協
同SaaS軟件市場的領導品牌，市場份額爲
38.3%排名第一，超過第二名至第五名的總
和。

IDC報告：SaaS協同市場快速增長，金蝶雲之家排名第一

另據IDC發佈的最新《2018年上半年中國SaaS（軟件及服務）廠商銷售收入占比》顯
示，金蝶國際軟件集團超越微軟、SAP等國內外廠商，持續保持SaaS第一，顯示金蝶
生態系的雲轉型戰略持續領先幷繼續加速推進。

在東南大學迎來117年校慶之際，金蝶集團
創始人、董事會主席徐少春宣佈捐贈母校
東南大學4500萬元。根據捐贈協議，4500

萬元捐贈款項主要用于資助東南大學興建
綜合樓，樓宇擬命名爲「青春樓」。
徐少春爲東南大學（原南京工學院）1979

級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杰出校友，他領導
的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在
香港上市的軟件公司、中國最大的企業雲
服務公司。

徐少春向母校東南大學捐贈4500萬元

徐少春深感在母校的求學經歷是十分寶貴的財富，一直以來都對母校懷有深深的感恩和
祝福之情，爲了回饋母校，激勵莘莘後學，在入學40周年之際，徐少春特向母校進行了
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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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亮相軟博會 主推産業互聯網

6月28日，北京展覽館，以「融
合網絡世界，驅動數字未來」
爲主題的二十三届中國國際軟
件博覽會(簡稱軟博會)正如火如
荼舉行，工信部、北京市政府
携手百度、平安、螞蟻金服、
金蝶等領軍企業齊聚一堂，圍
繞軟件創新、軟件文化、軟件
合作和軟件經濟等展開交流和
探討。金蝶以金蝶雲•蒼穹、金
蝶雲•星空、金蝶天燕雲等數字
化轉型「法寶」亮相軟博會，
爲政府和企業展現産業互聯網
最佳實踐。

金蝶与中标麒麟、银河麒麟和达梦数据库完成产品兼容性互认证

近日，金蝶云·苍穹企业管理服务平台与中标
软件有限公司的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
软件已完成相关产品兼容性相互认证测试。测
试结果显示，双方产品相互良好兼容，功能、
性能良好，稳定运行。同期，达梦数据库有限
公司和金蝶通过共同测试表明，金蝶云•苍穹
可以支撑达梦数据库管理系统V7版本的稳定
运行，同时能够满足达梦数据库管理系统V7

版本的性能需求。

除金蝶云·苍穹外，金蝶EAS V8.5产品与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飞腾版）V4、银
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飞腾版）V4产品兼容性互认证。同时，达梦数据库有限
公司也完成了金蝶EAS V8.5产品与达梦数据库管理系统V7的产品兼容性互认证。
认证结果均表明双方产品兼容性良好。



分析報告

簽約公司 購買產品 行業
簽約公司 購買産品 行業

深圳市中金嶺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EAS 製造業

周大福珠寶金行(深圳)有限公司 EAS 珠寶行業

安徽光陣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EAS 製造業

厦門松下電子信息有限公司 EAS 製造業

上海市總工會 EAS 公用事業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金蝶雲星空 傳媒出版

穀波技術（常州）有限公司 金蝶雲星空 IT

北京博輝瑞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蝶雲星空 生物

成都市金牛區市場監督管理局 K/3 WISE 公用事業

時間 券商 評級 目標價(HKD)

2019年4月 申萬宏源 買入 12.20

2019年4月 星展銀行 持有 9.70

2019年4月 富瑞 買入 12.10

2019年4月 大華繼顯 買入 10.70 - 11.35

2019年4月 美林銀行 買入 12.00

2019年4月 中信建投 買入 12.47

2019年5月 麦格里 跑赢大市 11.40

2019年5月 野村 中性 10.80

2019年5月 國元證券 中性 8.60

2019年5月 華泰證券 買入 10.80

2019年6月 麥格理 跑贏大市 11.40

2019年6月 Korea Hana 買入 10.48

部份Q2新簽合約

分析報告



時間 組織者 地點

2019年4月8-10日 海通證券組織路演 上海

2019年4月10日 UBS投資策略會 香港

2019年4月12日 金蝶雲·蒼穹活動 上海

2019年4月17日 金蝶雲·蒼穹活動 成都

2019年4月22、23日 美林銀行組織路演 新加坡

2019年4月23日 興業證券投資策略會 深圳

2019年4月23日 國信證券投資策略會 上海

2019年5月8日 JP. Morgan投資策略會 北京

2019年5月8日 方正證券投資策略會 深圳

2019年5月8日 申萬宏源投資策略會 廈門

2019年5月14、15日 CLSA投資策略會 青島

2019年5月15日 HSBC投資策略會 深圳

2019年5月16日 麥格理證券投資策略會 香港

2019年5月17日 CICC投資策略會 深圳

2019年5月22日 華泰證券投資策略會 上海

2019年5月23日 高盛投資策略會 香港

2019年5月27-29日 野村證券投資策略會 新加坡

2019年5月28日 美林銀行投資策略會 深圳

2019年50、31日 摩根士丹利投資策略會 北京

2019年6月4日 星展銀行投資策略會 香港

2019年6月10日 大和投資策略會 香港

2019年6月13日 富達國際全球基金經理公司調研 深圳

投資者會議活動



股份資料

投資者會議活動

營業額 (億元人民幣) 28.09 同比+21.9% 佔營業額比重

- ERP業務 19.59 同比+12.9% 70%

-雲服務 8.49 同比+49.5% 30%

毛利率 81.70%

研發成本佔總營業額 14.40%

淨利潤 4.12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13.19分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53

2018年度全年業績摘要

投資者會議活動

時間 組織者 地點

2019年6月19日 工銀國際投資策略會 香港

2019年6月20日 光大證券投資策略會 深圳

2019年6月20日 國泰證券投資策略會 台北

2019年6月21日 中金策略會 上海

2019年6月25日 方正證券投資策略會 北京

2019年6月27日 安信證券投資策略會 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