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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行业周报（9.5~9.11）      2017 年 9 月 11 日 

   

看好（维持） 

 

 上周，计算机板块跑赢沪深 300 4.60 个百分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跑赢沪深 300 0.83 个百分点。上证综合指数收盘

3376.42，累计下跌 0.02%；沪深 300 指数收于 3825.65，累计下跌

0.52%；中小板指数收于 7537.53，累计上涨 1.39%；创业板指数收于

1896.38，累计上涨 0.78%；计算机（中信）板块收于 5465.34，累计

上涨 0.31%。 

上周，个股方面累计涨幅居前的有：今天国际、科大国创、久远银海、

ST 智慧和索菱股份；累计涨幅居后的有：中孚信息、梅安森、二三四

五、GQY 视讯和新大陆。 

 

 投资策略 

由于业绩增速与高估值的不匹配、新股的大量发行、部分概念个股步入

业绩兑现期等因素，计算机行业整体上半年市场表现不佳。不过纵观多

年的对比走势，计算机行业上半年一般行情较淡。 

我们认为随着行业整体估值水平的下移，新兴概念的崛起，部分个股的

投资价值逐渐显现，另外半年报披露后，布局三季报或年报预增个股的

时机也逐渐清晰。 

下半年，板块方面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移动支付，个股方面重点关注三

季报及年报业绩增长可能超预期的公司。 

当下时点，相较主板热门板块较高的涨幅，部分“过往业绩较优+2017

中报预增+动态市盈率较低”的计算机个股，可能受到资金青睐，出现

反弹行情，可以重点关注。 

行业市场热度逐渐提升后，机构将不断加大持仓配置，从而有助于行业

上涨行情的延续。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大幅下行；2、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  

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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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 专家预测人脸识别将

成主要身份识别手段 

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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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机板块上周市场表现及估值 

上周，计算机板块跑赢沪深 300 0.83 个百分点。上证综合指数收盘

3376.42，累计下跌 0.02%；沪深 300 指数收于 3825.65，累计下跌 0.52%；

中小板指数收于 7537.53，累计上涨 1.39%；创业板指数收于 1896.38，累计

上涨 0.78%；计算机（中信）板块收于 5465.34，累计上涨 0.31%。 

图表 1：计算机近一年估值水平 
 

图表 2：计算机板块最新估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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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相关新闻 

1、“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 专家预测人脸识别将成主要身份识别手段 

【深圳特区报】“看脸”的时代真的来了！不过，拼的不是颜值而是识别

准确度。进入 9 月，刷脸新闻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全部宿舍楼安

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杭州一家肯德基餐厅可以刷脸支付了，整个过程不超

过 10 秒……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爆发”，是否意味着证件、指纹识别等传统身份识别

方式将被取代？有网友着急地问：胖了、瘦了怎么办？整容了怎么办？有人假

扮自己怎么办？ 

多家人脸识别公司获上亿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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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杨帆说，这几年，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景已从

线上运用逐步往线下拓展。北京有无人超市能刷脸进出，河南有机场能刷脸登

机，厦门有酒店能刷脸入住……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人脸识别行业市场规模已超

过 10 亿元，预计到 2021 年将达到 51 亿元左右。 

资本迅速涌入。今年 7 月，商汤科技宣布完成 4.1 亿美元 B 轮融资。上海

依图科技与北京旷视科技完成了 C 轮融资，金额分别为 3.8 亿元人民币与 1 亿

美元。 

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等告诉记者，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有三大应用方向。

一个应用场景是 1：1 认证，即证明人与证件信息是统一的，主要用于实名制

验证。 

其次是 1：N 认证，即判断某个人是否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用于人员出

入管理和城市安防等。重庆市某公安分局使用商汤科技的人像比对系统，在 40

个工作日内辨认出 69 名嫌疑人，相比人工效率提升 200 倍。 

第三种是活体检测，以确保是真人在操作业务，进而做账户许可授权。云

从科技的人脸技术已经运用于全国 50 多家银行。中信银行的 ATM 和移动客户

端可以远程身份认证，海通证券可以远程开户，滴滴平台则可以查验驾驶者是

否为注册司机。 

中国科研人员占据半壁江山 

据 360 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介绍，通常人脸识别包含

以下环节：相机或者专业设备先采集到图片，人脸检测技术定位图片中的人脸，

然后从中再定位诸如眼角、鼻尖、嘴角、脸部轮廓线等特征点，进行包括光线

补偿或者遮挡物剔除等校正。再用深度学习算法进行身份特征提取，跟数据库

中的人脸特征做比对，以识别人脸身份。 

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国与国际发达水平基本同步。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特聘教授龚怡宏表示，人脸识别领域国际

上有几个公认的测试集，测试结果名列前茅的团队名称会记录上网，中国科研

人员占据半壁江山，不少准确度都超过 99％。 

尽管如此，龚怡宏表示，在测试集中得到的成绩，运用于现实中会大打折

扣。在现实中人群样本更大，不同光线、姿态、分辨率等条件都可能给机器识

别带来困难。双胞胎、整容前后等特殊情况下机器能否识别，要看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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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测未来身份查验趋势是“人证合一” 

 “人脸识别会成为主要的身份识别手段，两三年内就可以大规模运用。”

不过，龚怡宏也认为，未来身份查验的一个主流趋势是人证合一，即刷脸加证

件，身份证还是会继续存在。 

谢忆楠表示，对于政府机关和银行机构而言，有很多建立在“亲见”和“本

人到场”原则上的业务，也可能被远程办理所取代。比如身份证办理、银行开

户、社保和公证业务等，如果可以在手机端验证身份，意味着老百姓就不用跑

去现场办理了。 

不过，人脸识别技术还面临一些安全漏洞。目前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比如

用别人的照片等方式，都可能成功“骗”过人脸识别系统。对此，很多公司都

加大了在“活体检测”上的技术投入，而在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很多公

司都会要求进行双重验证。 

 

2、小程序用户增速已超 App 用户 蘑菇街新玩法：让 AI 教女生穿搭 

【南方都市报】继亚马逊、淘宝之后，国内女性垂直电商蘑菇街也试图将

人工智能融入电商。日前，美丽联合集团副总裁曾宪杰在蘑菇街 2017 年秋冬

女装潮流趋势发布会上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透露，他们正在试水通过机器学习

算法，为平台上 2 亿多女性用户“训练”一个时刻在线的“私人穿搭小助手”。

不过，南都记者采访后发现，他们更大的野心是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帮助商家改

进生产、达到 0 库存状态，结合新零售形式，变革上游生产。 

今年 7 月，微信小程序开放直播功能，蘑菇街首批加入试水这一功能。曾

宪杰告诉南都记者，目前小程序所带来的新购买用户增速已经超过 App，“以

前太聚焦在独立 App 上，现在要多渠道并重。” 

C 端进行穿搭推荐 

欧洲品牌 SELECTED 之前已聘请人工智能微软小冰为其助理设计师，并

发布了首款由人工智能设计的“天际线系列”服装。 

据透露，蘑菇街的“私人穿搭小助手”除了图像识别能力之外，还需要对

不同时节、地域的不同流行单品等具备理解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用户搜索

单品衣服时，“私人穿搭小助手”会根据其喜好、风格以及当下流行趋势，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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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穿搭建议。 

蘑菇街同时还设立了“搭配研究所”，目前的主要成果是发布了 2017 秋冬

时尚趋势报告。报告中提到一些关键的元素，例如格纹、复古、嘻哈等，主要

的数据来自于传统的各大时尚品牌发布会以及一些红人、达人，还有很大一部

分来自蘑菇街线上平台的数据流量。 

作为人工智能落地电商的关键，蘑菇街时尚商品总监张欣透露，除了全渠

道的销售数据之外，蘑菇街的数据采集来源还包括：蘑菇街全球街拍、设计师

品牌、快时尚品牌，以及广州、杭州的批发市场等。 

B 端实现“零库存”？ 

曾宪杰希望未来将这一技术开放给商家，推动供应链的升级。商家也可根

据流行趋势的预测，结合用户规模、流行偏好，以及自身库存能力进行订单规

划预测。 

 “传统电商的数据维度更注重流量效率、销售数据，但时尚电商的核心

是以‘进货、存货、销售’三个维度为基础的‘款式效率’。”张欣表示，蘑菇

街想做的，是通过更准确的款式预测，对供应端流通环节做到更精准的库存预

测，理想效果是实现“零库存”。 

不过，南都记者获悉，A I 穿搭计划目前还处于孵化中。未来效果如何，仍

有待观察。 

小程序新用户增速超过 App 

目前蘑菇街注册用户超 2 亿，日活 1000 万+。作为小程序向电商拓展的试

验合作伙伴，自今年 6 月上线以来，蘑菇街推出的女装特卖小程序就获得了

300%的用户增长，新增购买用户也超过了 300 万。曾宪杰向南都记者透露，

小程序端的新购买用户增速已经超过 A pp。 

 “以前(蘑菇街)可能太聚焦在独立 App 上，现在要多渠道并重”，曾宪杰

告诉南都记者，小程序和 App 之外，蘑菇街也会发力 H5 等渠道，鸡蛋不会放

在一个篮子里。 

据南都记者获得的内部消息，蘑菇街此前曾有一个数十人的团队进入微信

总部，双方合力开发电商小程序。而蘑菇街小程序市场负责人王飞此前曾在微

信公开课上称，小程序大概率将成为电商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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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交量环比下滑 合规框架下 P2P 网贷将走向何方作为行业发展的主基 

【证券市场周刊】作为行业发展的主基调，合规已成为当前平台运营的首

要原则。在 P2P 网贷行业没有明确监管范畴的发展初期，过快的增长速度令行

业略显浮躁。随着相关政策落地，监管框架确立，平台回归并落实信息中介这

一定位，行业发展秩序朝向合规发展方向前进，市场正加速整合与出清。 

近期，《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下发，《网贷机构信息披露指

引》出台，各省市陆续发布 P2P 监管细则，愈发收紧的 P2P 网贷监管政策直

接反映在了行业的数据中。 

不同统计机构的数据均显示 P2P 网贷行业 8 月成交量环比出现下滑。根据

网贷之家发布的《P2P 网贷行业 2017 年 8 月月报》（以下简称《报告》）数据，

截至今年 8 月，P2P 网贷行业的成交量为 2495.55 亿元，环比下降 1.62%。而

据零壹财经的统计，P2P 行业交易规模具体数值与网贷之家的统计有所差别，

约为 2521 亿元，环比降幅为 0.08%。 

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一年后，行

业成交量出现下滑意味着什么？行业呈现出哪些发展新特点？又将走向何

方？ 

增速放缓 行业暂别高速扩张 

《报告》显示，截至 8 月底，P2P 网贷行业历史累计成交量达到了 5.33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6.38%。分地区来看，北上广三地在 8 月份是成交

量排名前三位的地区，三地成交量合计占总成交量的 71.18%。 

尽管 P2P 网贷行业累计成交量相比去年有大幅增加，但今年以来，行业成

交规模增速却在持续放缓。从今年前 8 个月的数据来看，3 月以来，行业成交

量基本维持在 2500 亿元附近，已持续半年时间。 

业内普遍认为，P2P 网贷行业规模增速放缓，特别是在出台限制规模的政

策之后，未来几个月行业成交量可能将小幅下行。 

持续下降的还有运营平台数量。数据显示，截至 8 月末，正常运营平台数

量下降至 2065 家。新进的平台数量仍然维持个位数增长，8 月当月仅 7 家平

台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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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8 月 P2P 网贷行业活跃借款人数首次超过活跃投资

人数，分别为 450.83 万人与 447.12 万人。 

在网贷之家行业研究员陈晓俊看来，随着众多平台向消费金融等小额信贷

业务进行业务合规转型，网贷行业借款人数大幅上升，这符合监管层对于网贷

行业小额普惠金融的定位。 

在强监管背景下，网贷行业明显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玖富集团创始人兼

CEO 孙雷表示，近一年多来，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工作从多个方面深入开展，

呈现出行业细分越来越明显、合规程度越来越高和技术化发展路径越来越明确

这三个发展趋势。 

合规当道 回归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行业发展的主基调，合规已成为当前平台运营的首要原则。在 P2P 网

贷行业没有明确监管范畴的发展初期，过快的增长速度令行业略显浮躁。随着

相关政策落地，监管框架确立，平台回归并落实信息中介这一定位，行业发展

秩序朝向合规发展方向前进，市场正加速整合与出清。 

 

4、日媒称美中德 IT 企业飞跃发展 阿里巴巴市值为丰田两倍多 

【参考消息网】日媒称，比较 20 世纪末和现在活跃的世界企业，观察日

美德中市值排行榜的变化，可以发现三个明显特征。具体而言，美国企业充满

活力，中国企业正在崛起，日本企业新陈代谢落后。 

据《日本经济新闻》9 月 7 日报道目前，世界股市截至 6 月底，总市值合

计达 77 万亿美元（1 美元约合人民币 6.6 元——本网注），是历史最高水平。

发挥引擎作用的是美国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市值合计占世界

股市总市值的约 40%。 

报道称，东京股市规模在 1989 年泡沫时期曾是全球第一，现在是第三位，

位于美国两大股市之后。在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影响下，东京股市略有起色，

但二十一世纪的步伐依然沉重。从股市指数涨幅来看，东京股市指数比上世纪

末仅高出 40%左右，当然完全无法与比上世纪末高出 1.6 倍的纳斯达克市场指

数相比，即使与比上世纪末高出 90%的德国股市相比也逊色不少。 

气势的差距明显体现在排行榜前列的企业构成差距上。不管是以前还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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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田、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和都科摩通信公司市值都排在前三位。但即使是

市值最大的日本企业丰田公司，在世界企业市值排行榜中也仅排在第 40 位左

右。 

报道称，世界最大的企业当属美国苹果公司，该公司市值为丰田公司的 4

倍以上，相当于排在前 10 位的日本上市公司市值之和。进入本世纪以来，美

国苹果公司市值迅速膨胀至原来的 150 倍以上。 

在美国，市值排名在前五位的上市公司与以前完全不同。明显的格局是，

IT 企业取代资源和制造业等重厚长大型企业。脸谱公司成立的时间就是在本世

纪（2004 年），仅用了 8 年时间就上市，上市后市值迅速膨胀。取苹果公司和

奈飞公司等的首字母组合成的“FANG”，象征着美国科技企业的气势。 

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和亚马逊的电子交易等，都是通过推出革新性的商品

和服务获得垄断性利益。另外，以丰厚的资金为武器进行并购，也是世界一流

企业的拿手好戏。 

报道称，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控股公司异军突起。阿里巴巴的自由现

金流为 1 万亿日元规模（约合人民币 596 亿元——本网注）。该公司正积极并

购不断成长，市值规模眼看要达到丰田公司市值的 2 倍多。 

虽然势头不及美国和中国，但欧洲市场也出现了新陈代谢的迹象。德国市

值最大的思爱普公司是政府提出的“工业 4.0”项目的先锋队，从软件方面支

持“物联网”，取得了飞跃发展。 

反观日本，市值排在第四位的软银集团在科技企业领域孤军奋战。IT 企业

较少导致股市总市值上升有限。 

 

三、个股市场表现与公告动态 

1、个股上周市场表现 

上周，个股方面累计涨幅居前的有：今天国际、科大国创、久远银海、ST

智慧和索菱股份；累计涨幅居后的有：中孚信息、梅安森、二三四五、GQY

视讯和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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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周股票涨跌情况 

300532.SZ 今天国际 18.84% 300659.SZ 中孚信息 -7.51% 

300520.SZ 科大国创 16.89% 300275.SZ 梅安森 -6.65% 

002777.SZ 久远银海 16.23% 002195.SZ 二三四五 -5.88% 

601519.SH *ST 智慧 16.06% 300076.SZ GQY 视讯 -5.48% 

002766.SZ 索菱股份 13.61% 000997.SZ 新大陆 -5.14%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 4：年股票涨跌情况 

年涨幅前五（%） 年跌幅前五（%） 

300588.SZ 熙菱信息 594.40% 002306.SZ *ST 云网 -50.12% 

300609.SZ 汇纳科技 439.83% 300076.SZ GQY 视讯 -46.92% 

603881.SH 数据港 433.48% 300561.SZ 汇金科技 -45.61% 

603138.SH 海量数据 280.51% 300552.SZ 万集科技 -45.43% 

300645.SZ 正元智慧 255.03% 300550.SZ 和仁科技 -45.39%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2、公司公告 

佳都科技（600728）：关于竞拍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8 月 19 日披露《佳都科技关于参与竞

买国有建设用地建设大数据产业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 

今日，公司收到《网上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公司竞得编号为

PM-A17030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24,570 平方米，成交总价

7,371 万元。 

根据董事会授权，公司已在梅州设立梅州市佳万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佳万通”），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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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60%和 40%股份。佳万通将作为上述土地成

交项目开发的主体。 

远望谷（002161）：关于全资子公司合作设立粮食产业投资基金的补充公

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远望谷”）

于 2017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合作设立粮食产业投资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80，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上市公

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等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现对上述全资

子公司合作设立粮食产业投资基金事项作补充公告如下： 

公司承诺：在全资子公司合作设立粮食产业投资基金后的十二个月内（涉

及分期投资的，为分期投资期间及全部投资完毕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不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不含节余募集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

贷款。 

赢时胜（300377）：对外投资公告。 

2017 年 9 月 6 日，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

时胜”）与上海桓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桓宽”）

签署《出资人协议书》，赢时胜拟与上海桓宽在上海市共同出资成立“上海怀

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名称暂定，最终以工商部门审核通过为准；以下简称

“上海怀若”），上海怀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赢时胜出资人民

币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上海桓宽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60%。 

 

三、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互联网“+”概念充分体现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计算机行业

能够激发传统产业活力的作用，值得长期关注。 

由于业绩增速与高估值的不匹配、新股的大量发行、部分概念个股步入业

绩兑现期等因素，计算机行业整体上半年市场表现不佳。不过纵观多年的对比

走势，计算机行业上半年一般行情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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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随着行业整体估值水平的下移，新兴概念的崛起，部分个股的投

资价值逐渐显现，另外半年不断披露后，布局三季报及年报预增个股的时机也

逐渐清晰。 

下半年，板块方面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移动支付，个股方面重点关注三季

报及年报业绩增长可能超预期的公司。 

四、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大幅下行；2、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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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行业评级 

强烈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15%以上 
看好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推    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 

中    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5%到 5%内 
看淡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卖    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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