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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

广联达：建筑业信息化沙漠中的“隐形冠军”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购房者通过

VR

技术定制自己想

要的房子格局， 服务商根据个性化需

求做出标准数据模型， 建设方拿到数

据后在预制工厂定制标准化部件，施

工方则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

用整合进度跟踪、物料跟踪、质量安全

巡检，从而更智慧、更安全、更高效地

现场装配施工，直到一个可以在温度、

湿度等多维度实现自我调节的 “建筑

生命体” 最终交付……这就是广联达

正在发力的建筑行业全生命周期数字

化图谱中的若干片段。

广联达被视为中国建筑行业信

息化“沙漠”中诞生的一株绿植，经过

20

年的发展，成长为这个垂直细分领

域的“隐形冠军”。 从行业来看，作为

重要布局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广联

达不断实现为建筑产业赋能，带动产

业转型升级； 从资本市场视角来看，

作为

A

股首家从事建筑信息化业务

的上市公司，广联达则拥有“营收和

利润连年增长”、“低频融资、 高频分

红”等多个标签，在整个

A

股市场中

都较为罕见。

“信息化沙漠” 中开荒

多年来，建筑一直被视为一门“遗

憾的艺术”。建筑行业虽是我国经济的

支柱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一直保持

在

6%

以上， 但是受制于野外作业等

客观条件， 这个行业也一直是我国主

要行业中信息化程度最低的垫底者。

我国的建筑业信息化率仅为

0.03%

， 与国际建筑业信息化率

0.3%

的平均水平相差

10

倍， 与农业一道，

排在信息化程度倒数两位。 这直接导

致产值利润率的不足， 在

21

世纪初，

中国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欧

美国家的

4%

，

3.5%

左右的产值利润

率也仅相当于工业产值利润率的一

半。从发达国家实践来看，信息化手段

才是建筑企业面对激烈竞争打造核心

竞争力的核心动力。 广联达正是在建

筑业这个信息化“沙漠”中诞生并成长

起来。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现任广联达

董事长的刁志中当时还在北京石化工

程公司从事企业信息化工作， 他和同

伴开发的预算软件不仅在中石化内部

得到了应用，而且在同行企业中风行。

刁志中想，这是否可以转化成商机呢？

于是，

1998

年， 广联达的前身广联达

慧中软件正式成立， 由刁志中等

7

名

自然人以现金出资， 建筑信息化领域

的“拓荒”之旅正式起步。

但真正深入建筑行业信息化并

非易事。 首先，需要精通建筑和软件

两大跨越性行业；其次，建筑行业产

业链长，区域市场分割，要全部掌握

要点和痛点很难；第三，企业痛点和

解决方案要与政府监管要点相结合，

实现政策、 技术和市场的统一权衡。

广联达选择的切入点为工程造价软

件。 刁志中介绍说，“公司创业前夕，

软件厂商比较集中，而且以用友为代

表的财务软件已然兴起，通过深入的

市场分析， 公司决定在软件热潮中，

选择竞争少、前景好的造价软件来作

为公司业务。 ”

我国建筑业的庞大体量测算，建

筑业信息化率每提升

0.1%

，就会带来

近

200

亿元的增量市场，而造价软件

是市场最大的细分领域之一。 然而，

当时中国市场上已经有百余家造价

软件公司，广联达如何才能突破竞争

重围呢？ 刁志中回忆说，要想突围，必

须找到刚需，然后去做定位，做规模

化的产品；进而专注聚焦、快速发展。

实际上，广联达成立最初阶段并没有

盈利。 数年之后，公司才终于依靠计

价软件获得第一桶金，但整个团队没

有分享利润， 而是看准算量市场，持

续投入算量研发。 此后，广联达慢慢

步入持续发展期，刁志中及其团队将

关注点放在做好产品以及布局建设

全国的服务体系上。

这种策略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从

1998

年成立到

2008

年的

10

年间，

广联达的企业客户超过

7

万家， 累计

使用者达

32

万， 在建筑行业软件市

场，市场份额超过

50%

，年产值超过

两亿元。 业绩稳健增长下，公司

2010

年成功登陆中小板市场。

造价及施工业务相继发力

工程造价业务是广联达连续多年

营收占比最大的板块。

2018

年上半

年，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5

亿元，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超过

71%

。

广联达的工程造价业务板块主

要包括工程计价业务线、 工程算量

业务线和工程信息业务线， 三条业

务线都大大提高了计量工程师在实

操层面的计算效率和精准度。 刁志

中介绍说， 根据企业应用信息化技

术的层次不同， 工程项目建设信息

化也可以分为不同阶段。 “工程设计

信息化阶段肇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设计软件的出现， 它使工程项目建

设进入‘甩图板’的变革时期，成就

了一批设计软件企业； 接下来的工

程造价信息化阶段则从

1996

年开

始，由于工程造价软件的出现，工程

项目建设进入‘甩计算器’阶段，广

联达当时进入工程项目建设信息化

领域，通过多年实践来看，工程造价

软件系列始终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

源。 ”事后证明，广联达的这次拓展，

实现了市场、 技术与政策的步调一

致。

21

世纪以来，城镇化使建筑行业

进入持续多年的高景气周期， 保障

房建设成为政府重要着力点， 广联

达造价业务板块乘风而起。 尤其是

2012

年，住建部公布国家标准《建设

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房屋

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新规范将原来的

6

个造价专业精细

化为

9

个， 新定额销售使广联达的

更新收入出现大幅增长， 在行业中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在造价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广

联达开始进军工程施工业务。

BIM

（建筑

信息化模型）技术和产品成为公司发力

施工信息化业务的突破口。 工程施工是

建筑行业里周期最长、 资金占用最大、

效率最低、问题最多的阶段。 在我国大

型建设投资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平均出

现

20%

的时间延迟，

80%

的项目会预算

超支。以

BIM

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三维

建筑信息模型的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解决这些困境。 广联达

2009

年曾与

斯坦福和马里兰大学合作进行

BIM

研

究，

2010

年在广联达大厦项目就有了

BIM

应用。 如今，广联达的

BIM

建造类

产品已在住宅、商场、综合应用体、机场

等千余个项目中应用。 仅在

2017

年，公

司

BIM

重大项目就包括“北京城市副中

心智慧项目管理平台”、“北京新机场

BIM

应用”及“万达筑云总发包平台”等

多个。

向施工业务领域的拓展， 再次验证

了广联达的战略清晰和目光长远。 近年

来， 多国都通过实施补贴、 发布指导意

见、发布规划等方式，促进

BIM

技术的

应用， 中国多地地方政府也均出台了关

于推进

BIM

应用的政策文件。 住建部

2018

年批准《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

准》正式实施，进一步推进了

BIM

技术

在国内的推广应用。

目前， 广联达的施工业务板块已

经囊括了

BIM

建造、 智慧工地、 数字

企业三大业务线。 虽然这些业务起步

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

2017

年，广联

达施工业务板块整体业务营收已经接

近

5.6

亿元， 同比增速超

60%

； 其中

BIM

建造业务收入突破

1

亿元， 同比

增长

100%

。

两大业务板块平稳拓展的同时，广

联达的国际化进程也正式起步。 目前公

司已经在美国、芬兰、英国、新加坡等地

设有子公司，开拓欧美和东南亚市场。截

至

2018

年年中，公司海外业务已经实现

营业收入

6600

万元。

搭建生态型平台

经历了“甩图板”和“甩计算器”两个

阶段的变革之后， 我国建筑信息化的脚

步并没有停止，第三次浪潮迅速来临。

刁志中分析说， 更加开放的全球化

竞争与协作、突飞猛进的技术发展、工程

规模的复杂化， 以及迫在眉睫的能源与

环境问题，都要求建筑行业以速度更快、

节能更多、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管理更

科学的方式发展。这是一次涉及设计、施

工、运营、商业等项目全生命周期工作的

巨大变革。“如果说前两次浪潮是基于岗

位作业层面，发挥的是替代手工的价值，

那么， 第三次浪潮将是兼顾效率和效益

提升的管理信息化浪潮， 这次浪潮所要

解决的， 是企业从思想和运营整体上的

提升。 ”

云服务转型成为广联达应对第三

次变革浪潮的路径之一。 其中，公司的

云计价平台可以实现多终端、多用户的

业务协同， 能够为计价客户群提供概

算、预算、结算阶段的数据编制、审核、

积累、 分析和挖掘再利用等全方位服

务，使造价工作更高效、更智能。

2018

年

以来，造价业务板块云转型区域由

6

个

扩大到

11

个， 转型业务范围也增加了

工程算量业务，使得云转型相关新签合

同额快速增长。

施工业务三大解决方案， 则涵盖

BIM5D

、

BIM

模架设计、斑马进度、智能

安全帽等

20

余款核心产品，同时也同

步实现“云

+

端”。 这种模式迅速形成连

锁反应。 通过“云

+

端”的产品架构模

式， 广联达专业应用板块汇集建设工

程信息、人员信息、建筑物信息等多方

为一体的大数据资产，经脱敏后，并最

终形成大数据平台， 可为产业提供更

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刁志中介绍说，截

止目前， 公司大数据已经为贵州公共

资源交易、 云南建投等典型单位提供

大数据服务。

同时，利用产业数据优势，广联达还

逐步形成数据风控模型， 以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 目前广联达旗下已成

立

6

家类金融公司，业务涵盖保理、融资

租赁、小贷、金融服务等。 截至

2018

年，

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3.44

亿元，同比增长

150%

，所放贷款拨备覆盖率

100%

，无不

良贷款，无应收未收利息。

如今的广联达， 虽然依旧围绕建设

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产品和服

务， 但是业务范围已经从最初单一的预

算软件逐渐发展为包括工程造价、 工程

施工、工程信息、工程教育、企业管理、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新金融等十余个业务，

近百款产品。按照刁志中的构想，广联达

通过真正利用

BIM

、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 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 结合先进的精益建造理论方法和管

理方式，构建项目、企业和产业的平台生

态新体系。

2017

年，广联达发布《数字建筑白

皮书》， 被视为行业内的一件标志性大

事。其间，广联达首次提出“数字建筑”新

理念，并明确了“二次创业”和打造“数字

建筑平台服务商”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刁

志中以“点、线、面、体”四种维度解析了

建筑业数字化的进程。其中，“点”即各单

岗位工作的数字化；“线” 即项目管理各

条线的数字化；“面”则具有平台属性，其

将项目、 企业和行业层面的各条线分别

打通，从而实现横向的价值链整合；最终

经过产业协同的不断创新与生态体系的

深度融合， 最后互相连接形成了建筑行

业的“体”。

“这些协同面互相交错融合，推动了

产业经济的不断升级，形成新型经济体，

实现建筑业全生命周期、 全企业、 全行

业、 乃至全社会的生产要素的数字化变

革，进而实现真正的数字建筑业。 ”刁志

中指出。

独特的资本标签

经过

20

年在垂直领域的持续深耕，

对于如今的广联达而言， 不论是通用软

件开发商还是行业内竞争者， 都难以短

时间内撼动公司的领跑地位。

2010

年的上市， 成为广联达迅速发

展的起跑点。 从上市前的

3.4

亿元资产，

到如今的

46.3

亿元资产， 借用资本的力

量，广联达内生外延双腿齐跑，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盘成长型白马股。在

A

股市场，

广联达有不少罕见的标签为投资者所公

认。 其中，主要财务指标连增，上市

7

年

营收复合增速达到

26.7%

， 归母净利润

复合增速达到

17%

。 在

2015

年，广联达

出现过一次短暂的业绩滑坡， 主要原因

在于国内

GDP

及建筑业总产值增速放

缓等外因， 以及公司主动加大战略转型

升级投入、 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等

内因共同导致。 那么，在地产调控再度压

顶的背景下， 公司未来收入和业绩增速

会否再度下降呢？

刁志中认为，广联达公司产品面向

的是整个建筑工程领域， 包括工业建

筑、民用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受

政策调控的商品房只是民用建筑里面

的一个类别。 同时，公司客户群体包括

建设方、施工方、中介咨询公司、设计

院、设备材料厂商等，对公司产生直接

影响的是建筑总量而非建筑的结构，

因此受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时，低频融资与高频分红，使广联达

也成为

A

股市场中典型的 “现金奶牛

型”标杆企业。

除了

2010

年首次

IPO

募集

14.5

亿

元资金之外， 广联达上市以来便再没有

通过发行股份融资；

2016

年，公司通过公

司债形式融资

10

亿元，以改善资产负债

结构， 这也成为公司上市以来的唯一一

次直接融资。 刁志中对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广联达具备融资渠道，但也谨慎使用

融资机会。 “两次融资，一次解决发展的

资金瓶颈，一次优化资本结构。 ”

另一方面， 从

2010

年上市开始，广

联达保持着每年分红的记录， 年度现金

分红总额从

1

亿元到

3.3

亿元不等。 “广

联达从

2007

年至

2017

年

10

年间创造

了

33

亿的净利润， 现金分红额就达

19

亿。 较强的盈利能力是公司低频融资、高

频分红的基础。 在公司有能力、不影响经

营、不影响战略推进的前提下，广联达希

望能够为股东多分得一些实实在在的利

益， 这是推动公司投资价值稳步上升的

动力之一。 ”刁志中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