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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周报（2018.2.22-2018.2.23）                2018 年 2 月 26 日 

  

看好（维持） 

 

 上周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2018.2.22-2018.2.23）仅两个交易日，节后各个市场指数纷纷长

红。其中上证综指上涨 2.81%，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2%；中小板综

指上涨 2.12%，创业板综指上涨 1.59%。上周计算机（中信）板块上涨

2.60%，人工智能板块上涨 3.19%。人工智能指数市盈率（2018.2.23）

为 66.3 倍，与沪深 300 指数市盈率（16.3 倍）相比的溢价率为 4.1，

溢价率与上周相比略有上升。 

 行业新闻 

 谷歌 AI 可以通过眼部扫描预测心脏疾病风险 

 我国首张个人征信牌照下发，百行征信获准设立 

 Qualcomm 推出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 

 公司公告 

 2 月 24 日，神州泰岳发布《2017 年度业绩快报》 

 2 月 22 日，汉王科技发布《关于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暨完成

股票购买的公告》 

 2 月 25 日，软控股份发布《关于签署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投资策略 

多项国家政策出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AI+场景正在逐

步落地。在金融、交通、安防等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渗透率正在

快速提升，这将带给相关领域企业的发展机遇。我们建议关注人工智能

领域的语音识别领域、计算机视觉领域、无人驾驶领域的相关龙头个股。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达预期；国内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明显落后外国竞争对手；人

工智能缺乏良好商业模式，产业生态无法完善；场景应用推广困难。 

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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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级市场表现 

上周（2018.2.22-2018.2.23）仅两个交易日，节后市场各个指数长红。其

中上证综指上涨 2.81%，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2%；中小板综指上涨 2.12%，

创业板综指上涨 1.59%。上周计算机（中信）板块上涨 2.60%，人工智能板块

上涨 3.19%。 

人工智能板块市盈率大幅上涨。人工智能指数市盈率（2018.2.23）为 66.3

倍，与沪深 300 指数市盈率（16.3 倍）相比的溢价率为 4.1，溢价率与上周相

比略有上升。 

图表 1：2018.2.22-2018.2.23 人工智能指数涨跌幅情况  图表 2：2016.1.4-2018.2.23 人工智能指数表现情况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 3：2016.1.4-2018.2.23 人工智能指数 PE-band 表现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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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紫光国芯（17.64%）、科大讯飞（6.71%）位居涨跌幅前列，而美

亚柏科（-1.07%）、高乐股份（-0.69%）位居涨跌幅后两位。 

图表 4：人工智能板块涨跌幅前三位（2018.2.22-2018.2.23） 

一周涨跌幅前三位 一周涨跌幅后三位 

002049.SZ 紫光国芯 17.64% 300188.SZ 美亚柏科 -1.07% 

002230.SZ 科大讯飞 6.71% 002348.SZ 高乐股份 -0.69% 

002073.SZ 软控股份 5.87% 300418.SZ 昆仑万维 -0.27%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二、行业新闻与公司公告 

1、行业新闻 

谷歌 AI 可以通过眼部扫描预测心脏疾病风险 

谷歌和同属 Alphabet 集团专注于健康的 Verily Life Sciences 共同进行的

一项研究表明，深度学习算法可以通过分析个体的视网膜照片准确预测心脏

病。 

这些公司的科学家在《自然 -生物医学工程》（《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上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发现：“通过深度学习

视网膜眼底照片预测引起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视网膜眼底照片包括眼睛的血管，这篇论文显示可以利用血管准确预测心

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其人是否吸烟、血压、年龄、性别以及某人是否曾

经有过心脏病发作。该算法也能够推断出一个人的种族，这也是心血管相关疾

病的一个因素。 

谷歌的大脑团队（Brain Team）产品经理 Lily Peng 写道：“用来自 284,335

名患者的数据对深度学习算法进行训练，我们能够通过视网膜照片对两个来自

12,026 名和 999 名患者的独立数据集进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预测，而且预

测的准确度高得惊人。” 

这个数据集包括来自英国 Biobank 数据库的 48101 名患者和来自

EyePACS 数据库的 236244 名患者。 

正如文章指出的那样，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通过患者的病史和血液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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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有时关键信息是缺失的，如胆固醇水平。视网膜

图像扫描可以为发现心脏疾病信号提供一种快速、廉价且无创的方式。鉴于该

算法可以准确预测风险因素，科学家们还训练该算法来预测主要心血管疾病的

发作，如五年内心脏病发作。 

Peng 写道：“我们的算法能够在 70％的时间内挑选出曾经发作过心血管疾

病的患者。这种准确程度已经接近了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计算方式，而这些

方式需要抽血测量胆固醇。” 

研究人员还使用注意力图来研究算法如何进行预测，比如是否关注通过血

管来预测年龄、吸烟状况和血压。正如 Peng 所说，打开黑匣子并且解释清楚

预测是如何进行的，应该会让医生对该算法更有信心。 

Verily 的心血管健康创新负责人 Michael McConnell 表示，这项研究很有

前途的，但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他指出：“在进入临床之前，必须还要完成更

多的工作，在更大范围的患者群体中开发和验证这些发现。” 

然而，如果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视网膜图像的使用可以减少医

生讨论患者预防措施的障碍。 

我国首张个人征信牌照下发，百行征信获准设立 

2 月 22 日，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示了设立经营

个人征信业务的机构许可信息公示表，百行征信有限公司获准设立。 

事实上，从去年年中开始，不断传出联合征信机构筹建的消息。当是时，

坊间通常称之为信联。 

11 月 24 日，在互金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会议上，审议

并通过了互金协会参与发起设立个人征信机构的事项，完成了程序上的重要一

环。12 月 14 日晚，“信联”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选出现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焕启出任董事长，并暂时兼任总裁。12 月 20 日报道，据财新最新

消息，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成立的个人信用信息平台“信联”将正式确定

名称为“百行征信”。1 月 4 日，央行官网称，正在受理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筹）

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并对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 

据公开资料显示，百行征信注册资本十亿，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称

互金协会）发起，持股 36%，首批 8 家个人征信试点机构优先入股，芝麻信用、

腾讯征信、深圳前海征信中心、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考拉征信、中智诚征

信、北京华道征信各持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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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示表可知，百行征信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长兼总裁朱焕启，营业场所在

深圳市福田区，有效期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大约三年。 

而百行征信的成立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实际上也是自 2015 年初个人征信

机构试点以来，正式获得牌照的第一家个人征信机构。未来，百行征信将会纳

入央行征信中心未能覆盖到的个人客户金融信用数据，构建国家级的基础数据

库，这有利于行业信息共享，打破数据孤岛，有效降低风险和使用成本。 

Qualcomm 推出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 

Qualcomm 近日宣布，推出 Qualcomm 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该人工

智能引擎 AI Engine 由多个硬件与软件组成，以加速终端侧人工智能用户体验

在部分 Qualcomm®骁龙™移动平台上的实现。骁龙 845、骁龙 835、骁龙 820、

骁龙 660 移动平台都将支持该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其中骁龙 845 将支持

最顶尖的终端侧人工智能处理。 

最大化位于边缘网络中客户终端的智能，确保了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用户体

验能够在有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都能实现，并具备更佳的整体性能。终端侧人

工智能的关键优势包括即时响应、隐私保护增强和可靠性提升。得益于人工智

能引擎 AI Engine 的支持，骁龙核心硬件架构——Qualcomm® Hexagon™ 向

量处理器、Qualcomm® Adreno™ GPU 和 Qualcomm® Kryo™ CPU，旨在支

持在终端侧快速、高效地运行人工智能应用。这一异构计算方案为开发者和

OEM 厂商提供在智能手机或其他边缘终端上优化人工智能用户体验的能力。 

Qualcomm Technologies，Inc．产品管理总监 Gary Brotman 表示：“面对

今年智能手机带来的大量人工智能特性及应用，终端侧人工智能需要多个硬件

架构、软件工具及框架来满足开发者的需求以及性能门槛。部分骁龙移动平台

的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 功能已经并将继续助力我们的 OEM 厂商和生态系

统合作伙伴开展人工智能创新，旨在加速人工智能发展，并为消费者带来丰富、

无缝并引人入胜的特性。” 

多家智能手机厂商已利用骁龙移动平台上的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 组

件，加速其终端上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小米、一加、vivo、OPPO、摩托罗

拉、华硕、中兴、努比亚、锤子以及黑鲨，其中部分厂商正计划采用人工智能

引擎 AI Engine 在他们未来的旗舰骁龙智能手机上优化人工智能应用。 

领先的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企业为骁龙移动平台带来专属的用例优化。商汤

科技和旷视 Face＋＋可提供多种预先训练的神经网络，支持图像与摄像头特

性，包括单摄像头背景虚化、面部解锁与场景检测识别。Elliptic Labs 可为骁

龙客户提供基于超声波的智能手机手势控制技术。虹软为骁龙客户提供单摄和

http://ai.ofweek.com/


华融证券
HUARONG SECURITIES  人工智能周报 

 
 

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双摄算法，并积极开发人工智能用户体验。创通联达针对人工智能视觉用例和

终端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Uncanny Vision 针对人、车辆、以及车牌检测和识

别提供优化模型。以上企业以及其他更多公司都将利用 Qualcomm 人工智能引

擎 AI Engine 组件，加速实现其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与用户体验。 

云服务领导厂商也已经针对骁龙智能手机，对应用程序中的人工智能特性

进行了优化。比如，腾讯最近在其手机 QQ 应用程序中推出了一个名为“高能舞

室”的交互特性，加入到备受欢迎的手机 QQ 社交平台中。在 Android 端的手机

QQ 中，采用了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 组件以加速该特性的帧率。另外，百

度也计划全面支持 Qualcomm 人工智能引擎 AI Engine 及其生态系统。 

2、公司公告 

 神州泰岳 

2 月 24 日，公司发布《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208,818.7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8.89%；

实现利润总额 13,934.9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1.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13,660.3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3.07%。基本每股收益 0.07 元。 

2017 年度净利润下滑主要原因在于 2017 年大规模的战略转型投入，公司

大规模加大投入、积极推动 ICT 运营管理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通信技术

两大新战略业务的转型进程。 

 汉王科技 

2 月 22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18 年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暨完成股票购买的

公告》。 

截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已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入本公司股票 2,253,348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成交均价约为 19.88 元/股，成交金额合计为

44,799,553.29 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

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 个月。 

 软控股份 

2 月 25 日，公司发布《关于签署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华融证券
HUARONG SECURITIES  人工智能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7 

公司与 eCobalt Solutions Inc.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4 日签署了《合作意向

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乙方新发行不超过 19.9%股份并根据乙方需求

拟提供有息借款供乙方生产经营用，预计本次认购股份及提供借款合计金额不

超过 8,000 万美元。 

eCobalt Solutions Inc.是一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主营

业务为钴矿产资源勘探及开发。 

公司在橡胶轮胎装备领域已经具备较好的产品、技术及市场的积累，本次

交易公司将在新能源产业链上游环节，即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所需的核心矿产行

业进行战略布局，新的业务领域为公司在产业链上的战略延伸拓展。本次交易

将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行业投资策略 

多项国家政策出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AI+场景正在逐步

落地。在金融、交通、安防等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

这将带给相关领域企业的发展机遇。我们建议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语音识别领

域、计算机视觉领域、无人驾驶领域的相关龙头个股。 

四、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低迷，下游需求不大预期； 

2，国内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明显落后外国竞争对手； 

3、人工智能缺乏良好商业模式，产业生态无法完善； 

4，人工智能场景应用难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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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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