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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电话及现场调研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Celsa证券 Marley

NSR Iby luo

安邦资产 何英慧

安信证券 王胜奇、陈梦瑶、徐文杰

安中投资 刘伟亭

博道投资 高笑潇

博笃投资 叶秉喜

渤海汇金资产管理 徐民

渤海证券 王洪磊、张源

财通证券 陈修能

诚盛投资 康志毅

淡水泉投资朱唯佳

德邦资本 杨静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 吕天远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伟峰

东方自营 张开元

东北证券 闻学臣、刘昱含

大成基金 李林益、郭玮羚

方正证券 王雷

富华投信 陈益婷

富利达基金樊继浩

高正投资 刘明



观合资产 尚鹏越

冠丰资产 王磊

光大保德信基金 林晓枫

光大永明资产 高祥

光大证券 刘勇

广发基金 宋兴未

广发证券 郑楠

广证恒生 夏清莹

国海证券 刘航

国融证券 刘冲

国盛证券 赖鹏

国寿养老保险 李思

国泰基金 谭轩宇

国泰君安证券 李国文、陈思静、齐佳宏、徐子微

国鑫投资 沈博瀚

国元证券 耿军军

海宸投资 杨文斌

海通证券 房玉、印雨婷

恒健远志投资 周洁

弘民资产管理 周宏亮

弘尚资产 赵杰

弘盛资产 侯大为

红石榴投资何英

泓澄投资 厉成旭

泓嘉基金 周捷

华晨未来基金管理 宋晨玉

华创证券 陈宝健、刘逍遥

华商基金 金曦

华泰瑞联基金 李南泠



华泰证券 金兴、郭雅丽、国华

华夏未来 褚天

华夏未来证券 李志斌

汇鸿资产管理 夏书兰

嘉实基金 胡涛、谢泽林

交银施罗德基金 蒋俊杰

金舆资产 徐扬

金之灏基金陈飞云

锦洋投资 赖硕华

景恒资本 肖恒

景泰利丰投资 邹军辉

凯读投资 朱瑾

立格资本 王思坦

每市科技 华亮

民森投资 王超

民生加银基金 王凤娟

摩根士丹利基金 孙熙娟

摩根士丹利证券 刘洋、徐佩玖

摩根资产 Robert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史恒辉

南京证券 梁佩思

诺德基金 邹建胜

盘京投资 王振

鹏扬基金 周问靑

平安证券 李峰

人保资产 郁齐

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秋波

任布投资 李德亮

融通基金 孙未党



瑞丰投资 刘佳

杉树资产 王琦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博瀚

上海合撰资产 李泽源

上海朴易资产 宋伟

上海顺助资产 金瑞

尚峰资产管理 张显宁

深圳金之灏基金 钟锦松

太证资产 李红

泰康基金 刘越

泰康资产 陈红毅、陈田、金宏伟、王伟、林崇平

泰康资产管理 徐星月

天风证券 葛静瑜、程阳

天堂硅谷资产管理 刘君杰

天准投资 赵捷

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公民

威灵顿管理公司 史一磊

西南证券 朱嵩

香港证券 王宁

霄沣投资 尹霄羽

协囤投资 郝杰旺

新百信基金刘潇

信达澳银基金 徐聪

兴全基金 孟灿、廖欢欢、乔迁、王品、陆士杰

兴业证券 宋怡霖、陈俊哲

兴正证券资产管理 卓家亮

兴证资产管理 李健

亚太财险 刘强

一村投资 赵晨曦、李振、黄心如



翼虎投资 董建云

银帆投资 鲜光亮、孙志达

元大投信 董仕兴

源乘投资 彭晴

允程资产 王凯

泽铭投资 安晓东

长江养老保险 钱石翔

长江证券 胡世玉

长盛基金 金凤、杜昊

长信基金 高远、沈佳

招商证券 周翔宇

浙商证券 朱越如

中国人寿资产 刘军伟

中荷人寿保险 余浩

中金公司 黄炳彦

中金资产管理 冯达

中欧基金 刘金辉

中融基金 汤奇、甘传琦

中泰资管 杜厚良、夏淑兰

中投公司 董慧

中信产业基金 翁林开

中信建投基金 周紫光

中信建投证券 左少奕、张咏梅、梁伟

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 季明

中信证券 刘雯蜀、刘琨

中银国际证券 杨思睿

中银香港资产管理 陈佳楠

中邮创业基金 雷蒙

时间 2019年 8月 20日-21日



地点 北京，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韦光宇

首席财务官：王琰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自主安全技术对公司业务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在人工智能智慧信息服务和自主安全技术驱动软件服务

业快速增长的行业背景下，公司所在优势领域已经迎来新一轮

行业信息化建设热潮。尤其是自主安全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

对法律科技领域信息化建设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公司是法律科

技智慧信息服务的主要领导服务商，同时也是自主安全相关业

务五家主要建设服务商之一，凭借领先的业务洞察和新技术积

累持续创新，公司有效提升核心业务领域竞争优势，持续渗透

布局新兴高潜业务领域，公司业务将受益于这新一轮行业信息

化建设热潮。

综合来看，一方面是华宇属于自主安全相关业务的五家主

要建设服务商之一，公司在未来两三年内在自主安全相关业务

上应该会是主要受益方之一；另一方面，自主安全相关技术的

推动将为公司现有主要业务领域带来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2、第三代法院核心业务系统主要特点是什么？

2019年公司第三代法院核心业务系统T3将正式交付并开

始部署，其以法律人工智能技术和自主安全技术为核心支撑，

从应用系统、数据服务、场景支持三个维度重构法院业务管理、

对外服务、审判和执行等全业务系统。T3 按照产品分层结构

全新构建，能更好支持差异需求快速交付；采用微服务架构，

支持虚拟化和云部署，使得结构更加灵活，系统性能可无限扩

展；支持自主安全技术体系，可充分满足客户持续提升的多维

度需求。2020 年公司将在全国市场全面推进 T3 升级换代。

3、教育信息化领域业绩增长驱动力是什么？

公司智慧校园平台及系列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及应用

成果显著，存量客户粘性强，新增客户数量多，已累计为上千

所高校、2000 多万师生提供信息化服务，在高校信息化领域

业务增速持续领先。客户数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公司坚持

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持续创新，从智慧校园扩展至教务和教学

辅助等重要业务细分，通过“本科教学评估”、“高职教学诊改”、

“智慧教学辅助——奕课堂”等创新系统持续提升客户价值，

全面、持续支撑客户不断提升的信息化需求。



4、弈课堂的整体市场规模及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智慧教室解决方案是传统多媒体教室的升级和延展，按照

单间教室单价50万估算，全国3000所高校，整体市场容量在千

亿级。目前由于市场刚刚启动，一期项目中，大部分学校通常

以试点为主（5-20间教室）。公司首款智慧教学融合解决方案

“奕课堂”在18年10月发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成

功打造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智慧教室标杆案例，目前已累计

完成在广东、上海、陕西、湖北、浙江等十余个省份40多所院

校部署试用，报告期内新增中标惠州学院、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校等多个项目。预计今年公司“奕课堂”业务会有重大

突破，其将开始成为公司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一个重要业务增

长引擎。

5、引入战略投资人后相关战略合作进展如何？

（1）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的指导下，公司联手蚂蚁金服共

同建设法院司法链平台，将法院业务与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

目前已规划十四项基于司法链的应用服务，现已为法院或当事

人提供办案全流程规范化监管、网络著作权存证云等五项链上

服务。

（2）四川发展大数据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4 月，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投

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

四川发展大数据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共同设立子公司。公司将以打造政务大数据为核

心，充分发挥华宇软件在大数据、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领域

技术实力，结合四川大数据在资源整合、资本运营等方面的优

势，努力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大数据管理和运营服务商，助力

四川省新经济、新动能发展。

2019 年 8 月，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完成，公司名称四川数字

金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

6、上半年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1.72%，这能理解为全年业绩

增速会放缓吗？

公司对全年业绩和业务增长有信心。首先，公司在手订单

充裕，同比增长30+%，年度业绩有保障。

其次，上半年新签合同额通常占全年新签合同额的25%，

新签合同的重点期间在下半年，不论是对于合同额的绝对数值

还是增量，都更集中体现于下半年。上半年法律科技11.82%

的合同增速符合正常业务发展节奏。

再次，教育信息化业务受系统集成订单节奏滞后影响，同



比有较大下滑，但智慧校园等软件类业务保持较快增长，新签

合同额同比增长超过30%。我们预计相关系统集成合同三季度

可以把节奏跟上来，对全年整体新签增长有信心。

最后，上半年的工作重点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创新和营

销，这为下半年新签合同增长提供支撑和保障。公司上半年的

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创新和营销表现突出，为业务发展做好了储

备工作。公司对全年业务增长有信心。

7、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受年初在手合同充裕的影响，在实施项目较

多，购买商品支出增加 3.06 亿元。同期销售回款 9.21 亿元，

同比增长 39.32%，与收入增速匹配，节奏正常。下半年是公

司回款的重点阶段，经营性现金流水平会得到有效改善。

8、上半年教育信息化业务毛利率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这跟上半年教育信息化业务验收结构有关。上半年，系统

集成验收比重大，下半年随着软件验收比重提升，毛利率会回

归正常水平。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9年 8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