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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5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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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国泰君安     李沐华       国泰君安    杨文健  

申万宏源     宁柯瑜       申万宏源    刘嘉珊       

新时代证券   孙业亮       新时代证券  王继雪 

远策投资     李  超       远策投资    王菡珏 

聚睿投资     陈俊良       聚睿投资    汲亚飞 

天弘基金     周楷宁       天弘基金    吴明鉴 

安信证券     徐文杰       安信证券    慎曜晖       

银河基金     余科苗       银河资管    李冰桓 

银华基金     王  翔       盛盈资本    刘思源 

泓德基金     郭  堃       知盈资本    唐  庚 

中加基金     赵  岩       和君资本    张永俊 

亨通伟德     朱  岩       方正证券    王建辉  

衍航投资     杨晓鹏       华金证券    崔安杰    

    长城国瑞证券 刘  亿       国开证券    陈炳曜  

时间 2018 年 8 月 29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 事 长       江春华 

董事会秘书     陈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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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       孟令军    

证券事务代表   丰  丹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投资者调研会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证券事务代表

丰丹女士向各位投资者介绍了公司 2018 年半年度的经营情

况，以及年度经营计划在半年度的执行情况，具体内容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一致，请广大投资者参阅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二是投资者问答环节，主要

内容如下： 

问题 1. 2018 年半年度，公司基建版块业务同比下降 21.63%，

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公司基建版块业务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1.63%，主要是

因为根据完工百分比的收入确认原则，上半年基建版块的部分

业务还未达到收入确认的标准。 

问题 2. 输电三维设计市场是与原有的设计市场相关的市场，

还是新增的市场，是否会替代原有的二维设计市场？三维设计

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答： 输电三维设计市场是新增的市场，因为目前两网在大力

的推进电网的 BIM 设计，三维设计是一个发展趋势。三维设

计会部分替代原有的二维设计市场，但是需要一个过程。竞争

对手方面，在线路设计领域，我们有 8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在变电设计方面，主要的竞争对手是 Bentley 公司。 

问题 3. 二季度的回款情况明显好转，请问回款主要来自哪些

客户？毛利的下降是否和现金流的好转有关系? 

答：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公司服务模式的转型，公

司重点拓展地方电网客户，公司的配售电一体化平台在地方电

网客户得到很好的应用，并且向这些客户配套提供我们的技术

服务，这部分客户的回款情况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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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的下降和现金流的好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间接来讲

有一定的关系。公司的战略布局是线上云服务和线下技术服务

相结合的模式。在线上云服务方面，为了吸引客户，我们做了

一些让利，从而获取线下的技术服务订单，会一定程度上引起

毛利水平的下降。 

问题 4. 公司的线上、线下业务如何结合？公司的线下业务主

要有哪些？ 

答： 举个例子，公司的线上电+社区类似于淘宝，线下的服务

类似于盒马生鲜。线上电+社区是为了构建行业的供应链体系，

服务于线下的实际业务。因为电力行业涉及安全、质量，需要

资质准入，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建立起完备的资质体系和

人才体系，能够对线上供应链体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后台

的质量、进度以及安全的管控，更好的服务线下业务的开展。

目前，公司的线下业务主要有设计咨询服务、基建管控服务、

能效与运维服务三大块。 

问题 5. 公司的电+平台上聚集了下游的供应商资源，平台是

如何对接客户方（甲方）资源的呢？ 

答： 在电力体制改革以前，公司云服务平台的商业模式是走

不通的，两网有自己独立的采购和供应链体系。但是，在电力

体制改革后，新增了售电公司、配售电公司、地方电力公司等

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的体量较小，不足以建立自己的供应

链体系，我们的云服务平台主要面向这些用户，这就是我们平

台的甲方，虽然体量小，但是整个业务体系和两网的业务体系

是一样的。 

问题 6. 公司如何推广电+供应链平台和服务模式？ 

答：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推广：一是，通过行业会议、

发布会的形式宣传电+平台和线上、线下的服务模式，今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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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我们计划在乌镇召开“电+智联云服务平台”的发布会，

前来参会的都是行业内的企业和从业人员代表，通过他们进行

对外宣传；二是，通过销售人员进行客户一对一的拜访销售；

三是，通过线下专业的配售电业务培训，吸引客户了解我们的

服务体系。 

问题 7. 目前市场上有 3000 多家售电公司，使用公司 SaaS 产

品的用户有多少，后续的推进速度如何？ 

答：目前线上使用的客户有 320 余家，后续新增的速度和配售

电公司业务的推进速度有关系，每个地方的推进速度各有差

异，暂时无法预测。 

问题 8. 公司预测的线上、线下的投资能持续多长时间？ 

答：电网的投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为在电网的运行过程中

会有一系列新增的需求，比如变电站的增容、大修技改、技术

升级、自动化升级等等，这都需要配套增加新的投资。 

问题 9. 甲方是如何通过线上发布业务信息？乙方通过哪种方

式获取业务，怎样完成交易？公司的收费模式有哪几种？ 

答：甲方可以自己注册账户发布业务信息，也可以委托我们来

发布信息。乙方可以通过线上与甲方直接进行业务撮合，也可

通过我们的分包来获取业务。目前的交易都是线上撮合，线下

成交并签署合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业务是面向 2B 的，专业

性较强，技术细节需要线下审核。 

线上的收费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用户订阅行业规范、

资料以及线上培训等知识产品收费；第二，使用 SaaS 服务的

收费；第三，分成两部分：一是涉及到资质和招标的，甲方先

委托给公司，公司再进行线上分包，公司会在保质保量和确保

进度的前提下争取经济效益最大化；二是，甲方自行线上委托，

公司从中抽取服务费的收费模式，这种收费模式主要针对较小



5 

的地市级设计院企业，其技术能力稍弱，对于三维设计等新技

术的应用有难度，需要甲级院专业的人员提供专业辅助，这样

就会形成业务撮合。 

问题 10. 公司海外业务未来的发展规划？ 

答：公司在海外业务的拓展过程中，发现国际业务的用工成本

比较高，如果能够推进用工本地化将会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但

是当地又比较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为当

地人提供专业的培训来实现用工本地化，同时也为当地的职业

教育发展贡献力量，这也是我们在卢旺达设立恒华职业技术学

院的目的。依托职业技术培训宣传我们的业务理念，输出我们

优势的产品和服务。 

问题 11. 公司在海外业务的竞争优势有哪些？ 

答：以公司海外培训业务为例，公司的电+和 E 智联平台已经

聚合了大批的行业专家，平台上已经上线了较为完备的在线课

程体系，将来都会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课件，提供线上的海外培

训服务。通过海外培训，积累本地化专业人才，作为一家以技

术为核心的公司，本地化人才将是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 

问题 12. 公司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答：公司每个业务版块的竞争对手不同，在设计版块，线路设

计领域我们有 8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变电设计领域主要的竞

争对手是 Bentley 公司。在基建版块，公司参与了国网整个基

建信息化业务的建设；在配售电版块，竞争对手主要集中在纯

售电方面，大约有七八家左右，在配售电一体化方面，目前能

提供全套产品的除了我们，还暂未发现其他竞争对手。 

问题 13. 公司的云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用

户？企业用户增速放缓，付费的转化率如何持续？线下的业务

是否会带来人员大量的增加，导致毛利下降？线上的 SaaS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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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未来是否还会增长？ 

答：云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用户，个人用户主要是资料下载、

线上培训付费的小额收费，可以忽略不计。付费的转化率可以

这么来看，通过我们的市场分析可以看到，线下的市场规模远

超线上的市场规模，所以我们的市场策略是通过线上的微利来

获取线下更大的技术服务市场。公司线下业务的拓展是通过互

联网的模式进行，依托电+构建的供应链体系进行业务分包，

不会大规模的扩充人员；在业务的执行上通过信息化的管控手

段降低成本，从而保证毛利水平。线上的 SaaS 服务目前还属

于起步阶段，后续还有产品陆续上线，带来收入的持续增长。 

问题 14.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新拓展了哪些地方电网客户？地

方电网发展了这么多年会不会已经很成熟以致未来的业务贡

献没有保障？ 

答：目前和公司合作的地电公司有兴义地电、山西地电、内蒙

地电、陕西地电、江西地电、四川水电。其中陕西地电、江西

地电、四川水电为新增的客户。地方电网的供电区域成熟，但

是电网本身并不成熟，电网的质量、管理水平、用电可靠性都

还有待提高，后续的电网自动化投入、综合能源的发展都有很

大的市场空间，对于我们而言还是有很大的业务贡献度可期。 

问题 15. 园区的配售电试点发展情况与经济建设有关，地域性

差异比较大，这块服务体量会不会增长没那么快？ 

答：从第一、二批试点名单来看，大部分试点在地级市园区，

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园区配售电质量较高，经济发达，投资

进展相对较快，所以公司的业务推广重点也是以长三角、珠三

角经济发达的园区配售电为突破口；另外公司还会看重有发电

企业参与的配售电公司或者是用电大户成立的配售电公司，如

大庆油田成立的配售电公司，这部分配售电公司的业务推进相

对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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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交流活动中，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本公司严格

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 

（如有） 
调研记录 

日期 2018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