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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
中信证券顾海波
及人员姓名
时间

2018 年 12 月 11 日 10 点

地点

北京海淀区上地 9 街 9 号数码科技广场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投资者关系
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神州数码集团副总裁李岩
神州数码集团投资者关系总监刘昕
神州数码深耕中国 IT 市场 20 余年，与国内外主流 IT 厂商建立了长
期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了遍及全国的 TO B 营销渠道网络。近年来，
全球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根据 IDC 的报
告，
到 2021 年全球企业在公有云和私有云上的总开支将超过 5300 亿美元，
17-21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8%；到 2021 年中国企业在公有云和私有云上
的总开支将超过 300 亿美元，17-21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2%。届时，全球
超过 50%的经济都将是数字化的，中国 55%的经济都将是数字经济。 作
为“数字中国”坚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公司积极把握国内百万企业上云
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依托强大的资源整合优势、专业的
云服务能力和遍布全国的营销渠道网络，全面助力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
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和数字化转型服务提供商。
公司管理层与来访者进行了问答交流，主要内容如下：
1、 公司云业务的发展情况，未来主要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答：2018 年第三季度云计算收入约 1.4 亿元，前三季度云收入突破 4 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 230%，云计算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单纯的云资源

转售收入 1.25 亿元，为云服务提供基础的云资源转售收入约 2.07 亿元，
MSP 收入 0.33 亿元，ISV 收入 0.36 亿元，纯云服务收入占比提升至
16%-17%，未来有望持续稳步提升，全年纯云服务收入预计将达 1 亿元。
云计算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结合国内外云计算和数字化产业
发展情况，公司云计算业务的发展目标是至 2020 年云计算业务收入每年
至少翻番。
2、 云转售收入占比较高，公司如何看待这部分业务？
答：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云转售收入占比超过 80%，未来这一比例将
随着纯云服务业务的扩大而逐步降低。云转售业务是接触客户并提供云服
务的起点和基础，为未来高附加值的服务和应用类业务奠定坚实基础。随
着国内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纯转售业务客户将开始需要 MSP
和 ISV 等云计算和数字化转型服务。转售业务毛利率稍低，但是由于云
计算资源和产品在物流仓储、运营维护等方面费用率要大大低于传统 IT
分销业务，公司云转售净利率较之传统分销业务也有较大提升。
3、 目前国内云服务市场竞争格局如何？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哪些方面？
答：目前国内云计算尤其是云服务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拥有巨大的潜力。
MSP 和 ISV 领域的同业公司主要是外企和一些未上市公司。2017 年下半
年完成收购国内顶尖的云服务商上海云角信息后，公司全面整合了资源、
渠道和技术等几大优势，目前公司在云服务领域拥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主
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a. 领先的技术能力。公司是国内少数能够在多云环境下实现 MSP 服务的
企业、国内极少数能够实现对云平台原生 PaaS 监控的企业、国内极少数
能够帮助客户在多云环境下实现数字化应用开发的企业。公司云计算团队
技术实力雄厚，全集团现获得微软、AWS、阿里云、Red Hat、Oracle、
华为等云相关专业化认证的人员超过 150 人。公司对 3A 等主流云厂商的
IaaS+PaaS 架构和技术非常熟悉，拥有基于 3A 平台、开源平台以及混合
云架构的技术服务能力；具备从设计，到实施，到开发的全生命周期的云
专业服务（CPS）能力；利用自主研发、国内领先的云管理平台，为客户
提供自动化的开发运维服务；具备为 SAP、Salesforce 等国内外巨头 SaaS
厂商提供交付和实施服务的能力。
b. 丰富的产业级云计算服务经验。公司累计服务超过100家中大型企业
（不含纯转售业务客户）
，其中世界五百强客户超过30家，重点客户云计
算业务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且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积累了包括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混合现实等17类自主产权的公有云解决方案和重点行业
解决方案产品化；为快消和汽车行业的多家全球顶尖客户提供了MSP、车
联网、大数据平台、数字营销、智能机器人训练等多种服务和解决方案，
未来将复制当前在汽车、零售快消行业的成功案例，通过“服务-方案-产
品”的发展路径，逐步实现行业应用产品化。同时，基于行业发展的成熟
度，将择机将技术能力和方案向其它行业延伸拓展。
c. 顶尖的云资源优势。公司拥有阿里云钻石合作伙伴、Azure金牌合作伙
伴、AWS高级咨询合作伙伴的身份，也是首批通过Oracle Cloud MSP认证
的大中华区合作伙伴及华为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以Salesforce、SAP、

Oracle、MS Office365为主力，构建起汇聚120余种主流云应用SaaS资源、
500余家云生态合作伙伴资源的云资源池。公司是国内少数拥有IDC（含
互联网资源协作）
、ISP、ICP牌照且能够对接所有主流云资源厂商的企业，
公司广泛的云合作体系，能够为客户提供主流的、多样化的选择，使客户
兼顾成本、适用性和拓展性做出最优选择。
d. 国内最大的To B销售网络渠道优势。通过20多年的IT分销业务，公司
建立了遍布国内1000座城市、覆盖各大垂直行业、由30000余家销售渠道
组成全国最大的To B销售渠道网络。公司To B销售渠道具有极高粘性，能
够快速高效触达企业客户。同时，渠道伙伴对于企业客户的行业特性和应
用场景的深度理解为公司提供了先发优势。以此为基础，公司的云计算产
品、技术和解决方案能够快速在行业客户进行地推和映射。
4、 公司在混合云领域的发展情况？
答：混合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成为企业云架构的优选方案，客户会选择
将敏感数据保存在私有云，将其他数据和应用部署在公有云。2018 年公
司进一步深化与华为、微软、Vmware 等厂商在私有云领域的合作，积极
开拓金融行业等对数据安全和稳定性要求较高行业的私有云服务商机，为
客户提供私有云建设和运维服务。2018 年 6 月微软中国首家 Azure Stack
展示及测试中心落地神州数码，基于 Azure Stack 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混
合云咨询、规划、迁移、测试、应用部署等一揽子服务，未来有望成为混
合云业务的重要增长点。
5、 云时代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与传统 IT 服务的区别？
答：数字化转型不同于信息化转型，客户需要的不仅是标准化的 IT 产品
和设备，他们更需要直接对业务进行科技赋能。数字化转型阶段客户对于
数字化技术服务商的要求将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和技术提供者，而是转型为
和数字技术服务商一起打造新型的产业关系。在数字化转型阶段，客户需
要的不仅是标准化的 IT 产品和设备，他们更需要直接对业务进行科技赋
能。客户要把业务需求转化为有效的 IT 投资，从购买单纯的科技产品转
型为购买和业务直接相关的数字服务，对 IT 技术提供商的要求将从之前
的单纯产品销售商转型为新业务、新技术、新生态的共建合作伙伴。神州
数码将通过以云计算等大数据产品来直接响应客户业务部门的业务需求、
直接对于客户进行业务赋能，显著提升客户行业经验和行业竞争优势的有
效半径，从而极大地提升公司的客户资源价值和需求粘性。
6、 云角收购后的整合以及业务推进情况？
答：2017 年下半年我们完成了对云角 100%股权的收购，2018 年开始全面
整合，成立了云计算 SBU 并任命云角创始人郝俊晟为云 SBU 负责人。公
司从组织架构、技术团队以及销售渠道等方面整合优势资源，将云角的技
术能力与神州数码的资源以及 TO B 营销渠道网络进行深度融合。从整合
的效果看，公司整体云业务发展明显提速，在营业收入、客户拓展、交付
能力等各方面均实现了 1+1>2 的效应，收购整合非常成功。12 月初，在
商业伙伴咨询机构主办的 2018 中国云计算生态系统峰会上，公司荣获“卓
越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奖项，上海云角信息摘得“卓越云管理服务提供商”

奖项。
7、 公司传统 IT 分销业务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预期？
答：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 IT 分销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增速高于行业均速，
充分体现了公司作为国内 IT 分销领域龙头的竞争优势。未来几年，我们
预计分销业务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5%-20%）
，增长动力来自于：a. 华
为业务持续快速增长，未来与华为在全球范围的深度合作将进一步拓展业
务发展空间；b. 公司多年来国内分销的龙头优势明显，接近 80%的产品
线牢牢跑赢大势；c. 公司从品牌到品类的业务部门组织结构改革将挖掘
更大的市场潜力，提质增效帮助传统业务完成量质齐升。
8、 公司与华为合作的情况与最新进展？
答：公司与华为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华为企业业务数通产品总
经销商，到华为企业业务产品合作，再到云计算领域的战略合作，合作覆
盖华为多个产品线和服务领域。2018 年初，公司与华为的合作再次升级，
公司正式成为华为企业业务第九家全球总经销商，战略合作关系得到进一
步加强。公司与华为全面合作以来，业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30%，今年
以来各项合作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华为消费业务合作有较大增长，特
别是与华为云业务以及智慧安平业务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新突破。

按附件清单
（如有）
日期

2018 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