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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

络强国战略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行业走势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中信)指数上涨 1.59%，沪深 300 指

数上涨 0.42%，创业板指数下跌 0.67%。IPO 新政下独角兽上市将带

来科技板块估值体系的多元化而非低 PE 一刀切，新价值锚的重塑尤

其是研发投入的重估将推动计算机行业细分龙头估值修复和提升，网

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战略有望推升市

场对计算机行业的风险偏好，而此前机构在计算机行业持仓较低，随

着机构配置转向新经济，计算机细分龙头行情有望逐次轮涨展开。从

产业看，云计算产业进入放量落地发展期，有望成为未来两年计算机

行业的主线，当前时点我们仍然重点推网络安全自主可控、数字中国

尤其是电子政务，以及军工信息的细分龙头：卫士通、启明星辰、太

极股份、飞利信、美亚柏科、中国长城、星网宇达、中国海防，同时

继续推荐业绩有望持续超预期的用友网络、赢时胜、汉得信息、卫宁

健康等。 

 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战略：4.13

日中央网信办官网刊发了网信办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

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

容：1、推动网信事业和资本市场协同发展，加快扶持培育一批自主

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网信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实现首

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鼓励并购重组、完善产业链条，营造有利于各

类投资主体参与的市场环境，发挥资本市场支持保障作用；2、保障

国家网络安全和金融安全，加强监管完善网络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

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积极参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保障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安全；3、促进网信和证券监管工

作联动，建立健全网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就网信

企业首发上市、并购重组等加强协调配合，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政策在

网信领域先行先试，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战略。本次网信办和

证监会联合发文，明确了证监会在后续资本市场的各项政策与监管

中，将会把网信企业置于优先地位，市场对科技公司因为研发投入而

影响短期利润和 PE 的情况将会更加容忍，市场风险偏好有望进一步

提升，我们建议关注研发投入占比较高的龙头：启明星辰、用友网络、

恒生电子。由于网信企业上市公司不再稀缺，我们认为计算机行业内

部的两极分化行情将会加剧，成长真龙头有望受到更多关注。同时，

网络安全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我们认为网络安全行业有望迎来加速

增长拐点，重点推荐卫士通、启明星辰、美亚柏科、绿盟科技；另外，

关注各子行业信息化龙头，如医疗信息化卫宁健康，智能制造用友网

络、汉得信息，金融 IT 恒生电子、赢时胜等。 

 风险提示：网络安全进展低于预期；贸易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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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观点 

1.1 行业走势回顾 

上周计算机行业(中信)指数上涨 1.59%，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2%，创业板指数下跌 0.67%。 

图表 1涨幅前 5  图表 2跌幅前 5 

300605.SZ 恒锋信息 31.89% 

300177.SZ 中海达 27.14% 

300541.SZ 先进数通 20.91% 

300368.SZ 汇金股份 20.28% 

002474.SZ 榕基软件 20.11% 
 

 300166.SZ 东方国信 -9.64% 

300306.SZ 远方信息 -8.16% 

300191.SZ 潜能恒信 -7.89% 

300419.SZ 浩丰科技 -6.36% 

300556.SZ 丝路视觉 -6.15%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表 3换手率前 5 

603138.SH 海量数据 100.27% 

300598.SZ 诚迈科技 77.79% 

300579.SZ 数字认证 77.54% 

300627.SZ 华测导航 76.42% 

300177.SZ 中海达 74.90%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本周行业策略 

行业走势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中信)指数上涨 1.59%，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2%，创业板指数下跌 0.67%。中信计算机 183 只

个股中，上涨个股数量为 115 只。IPO 新政下独角兽上市将带来科

技板块估值体系的多元化而非低 PE 一刀切，新价值锚的重塑尤其

是研发投入的重估将推动计算机行业细分龙头估值修复和提升，网

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战略有望推升

市场对计算机行业的风险偏好，而此前机构在计算机行业持仓较低，

随着机构配置转向新经济，计算机细分龙头行情有望逐次轮涨展开。

从产业看，云计算产业进入放量落地发展期，有望成为未来两年计

算机行业的主线，当前时点我们仍然重点推网络安全自主可控、数

字中国尤其是电子政务，以及军工信息的细分龙头：卫士通、启明

星辰、太极股份、飞利信、美亚柏科、中国长城、星网宇达、中国

海防，同时继续推荐业绩有望持续超预期的用友网络、赢时胜、汉

得信息、卫宁健康等。 

      

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战略：

4.13 日中央网信办官网刊发了网信办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的《关

于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主要包括三

方面的内容：1、推动网信事业和资本市场协同发展，加快扶持培

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网信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

创业板实现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鼓励并购重组、完善产业链条，

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参与的市场环境，发挥资本市场支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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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2、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金融安全，加强监管完善网络安全

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积极参与国家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保障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安全；3、

促进网信和证券监管工作联动，建立健全网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

的工作协调机制，就网信企业首发上市、并购重组等加强协调配合，

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政策在网信领域先行先试，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

络强国战略。2 月份我们提出 IPO 供给侧改革有望推动更多新经济

企业上市，市场估值体系将会多元化而非低 PE 一刀切。本次网信

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明确了证监会在后续资本市场的各项政策与

监管中，将会把网信企业置于优先地位，网信企业将会迎来更好的

资本市场环境，市场对科技公司因为研发投入而影响短期利润和

PE 的情况将会更加容忍，市场风险偏好有望进一步提升，我们建

议关注研发投入占比较高的龙头：启明星辰、用友网络、恒生电子。

由于网信企业上市公司不再稀缺，我们认为计算机行业内部的两极

分化行情将会加剧，成长真龙头有望受到更多关注。同时，作为数

字经济基础的网络安全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我们认为随着网络安

全风控和保障体系在各领域的落实，网络安全行业有望迎来加速增

长拐点，重点推荐卫士通、启明星辰、美亚柏科、绿盟科技；另外，

关注各子行业信息化龙头，如医疗信息化卫宁健康，智能制造用友

网络、汉得信息，金融 IT 恒生电子、赢时胜等。 

 

数字中国峰会即将召开，关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根据数字

中国峰会官网和国务院官网1，第一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 4 月

22 日-4 月 25 日在福建福州举办，会议由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

福建省主办，是规模最大的国家级信息化会议，峰会主题是“以信

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全方位展示十八大以来数

字中国建设成果，重点推介各地电子政务经验。本次峰会期间将发

起组建“数字中国核心技术产业联盟”，联盟以掌握自主可控的核

心信息技术、推进其产业化发展为目标，涉及物联网、云计算、信

息安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十二个领域。从峰会议

程看，本次峰会具有两大主线电子政务与数字经济，涵盖八大细分

方向：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智慧社会、新型智慧城市、大数据、

数字福建、数字海丝、物联网。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16 年，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22.6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8.9%，显著高

于当年 GDP 增速，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0.3%，对 GDP 增长的贡

献已达到 69.9%，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报告，2017 年我国电子政务行业市场规模

约 2722 亿，2018 年有望超过 3100 亿元。目前福建省在全国率先

建成全省政务网和省电子政务外网、无线政务专网，形成覆盖省市

县乡四级网络体系；发展物联网终端用户 800 万户。我们认为此次

峰会的召开，不仅将在福建省内进一步强化电子政务的深度建设，

                                                             
1 http://www.szzg.gov.cn/xwfb/mtbd/201803/t20180322_1099765.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23/content_52767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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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望将福建打造为全国电子政务标杆。我们重点推荐电子政务、

智慧城市、网络安全领域受益标的：太极股份、飞利信、卫士通、

启明星辰、美亚柏科。 

 

机构计算机行业持仓处于历史低位，细分龙头有望迎来轮涨：

根据我们对基金公募的年报分析，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募

基金在计算机（中信）行业的持股比例已经下降至 1.54%，相比三

季报的 2.11%再次下滑，并创造历史新低，同时显著低于计算机（中

信）行业的市值占比 2.69%。历史上计算机行业的公募基金持股超

配比例一般居于 2%-4%之间。就集中度而言，以 2017 年基金年报

为口径，公募基金对计算机行业持股市值排名前 20 的公司的持股

比重高达 78.11%，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随着机构配置转向新经济，

行情有望逐次轮涨展开。考虑到行业回归内生后增速放缓、商誉减

值风险、创新业务短期难以兑现利润，行业仍将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在行业层面自上而下筛选，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两条较为明确的投资

主线：第一，业绩主线。政策扶持下云与工业互联网有望保持高景

气度，B 端数据走向集中，行业规模化应用正逐步落地，不同领域

龙头公司如用友网络、港股金蝶国际财报不断验证行业拐点，云计

算有望成为引领行情的主线，从海外经验看过去两年海外科技公司

B 端主线逻辑也是云计算。同时受到招标订单回暖的提振，我们判

断 2018 年网络安全、军工信息等下游主要为政府、军工客户的行

业有望迎来业绩增长拐点；第二，主题主线。大数据、人工智能、

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等是未来数字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重磅政策和应

用场景不断落地有望提升市场风险偏好。此外，我们还看好景气度

回升的医疗信息、业绩受市场行情正反馈影响的金融科技等。随着

年报季来临，我们建议关注贴合当前市场风格的高成长而且业绩确

定性强的品种。当前时点我们重点推荐数字中国尤其是电子政务相

关龙头，以及前期滞涨的细分龙头：太极股份、卫士通、飞利信、

启明星辰、中国长城，同时继续推荐业绩有望持续超预期的用友网

络、美亚柏科、赢时胜、汉得信息等。 

        

长期重点推荐： 

电子政务：太极股份、飞利信、华宇软件； 

网安：卫士通、启明星辰、美亚柏科、绿盟科技； 

金融科技：赢时胜、恒生电子； 

工业互联网：用友网络、汉得信息、今天国际、东方国信； 

自主可控/军工信息：中国长城、太极股份、中国海防； 

医疗信息：卫宁健康； 

建筑云：广联达。 

此外关注星网宇达、东方财富等。 

  

风险提示：网络安全进展低于预期；贸易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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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报告更新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即将召开，电子政务行业迎来拐点 

 

投资要点：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传统产业数字化占比

快速提高：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2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占 GDP 比重达到 30.3%，同比提升

2.8pct，其中对 GDP 增长的贡献已高达 69.9%。数字经济对我国经

济的贡献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数字产业化，即电子信息制造业、

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在 GDP 中的占

比目前基本维持在 6%-7%左右（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增速迅猛）；第

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

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大和效率提升，成为过去十年数字经济增长的主

要引擎，占 GDP 的比重由 2005 年 7%提升至 2016 年 23.4%。可见，

数字技术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意义重大。 

 

本次峰会战略地位高，福建省打造数字中国标杆：本届峰会由

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福建省主办，主题是“以信息化驱动现

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定位于为我国信息化发展提供政策发

布平台、为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成果展示平台、为数字中

国建设理论经验和实践提供交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建设数字中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

国战略思想的重要举措，而福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

理念的实践起点，有望成为数字中国的标杆。 

 

电子政务和网络安全有望迎来招标拐点：从峰会议程看，本次

峰会具有两大主线：电子政务与数字经济，涵盖八大细分方向：电

子政务、数字经济、新型智慧城市、数字福建、物联网等。同时，

峰会期间将发起组建“数字中国核心技术产业联盟”，联盟以掌握

自主可控的核心信息技术、推进其产业化发展为目标，涉及物联网、

云计算、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十二个领域。自 2017

以来，国家先后发布《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并于 2018 年 1 月印发了《公

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选择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

贵州 5 个省份开展试点工作。我们认为，伴随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逐步实现，电子政务行业迎来最佳机遇期。受政府信息化支出影

响较大的电子政务、网络安全有望迎来招标拐点。 

 

投资建议：推荐太极股份（电子政务龙头）、卫士通（网安龙

头，获得数字经济未来领袖企业奖）、飞利信（政府大数据龙头，

收购的厦门精图信息是数字城市的龙头）、启明星辰（网安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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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柏科（受益数字福建建设）、华宇软件（法检龙头）。关注数字

政通、超图软件、中国软件，福建省内信息化公司南威软件、新大

陆、榕基软件、博思软件等。 

 

风险提示：“数字中国”落地不及预期。 

 

【星网宇达】新业务即将步入放量，看好公司智能无人产业布

局 

 

投资要点： 

新产品步入成熟，预计将成为主要的业绩增长点：根据新闻，

此次参展的光电产品包括小型光电吊舱、中型光电取证设备、大型

光电吊舱，广泛应用于陆、海、空光电探测，在火箭军某靶区光电

跟踪、海警无人缉私系统等项目中发挥出色；雷达产品包括战场监

视雷达、地面监视雷达等。我们认为，公司携新产品参展，说明公

司的雷达、光电产品已步入成熟。此外，公司的无人机、红外产品

也于 2017 年取得突破：无人机完成了一款简单模型，拿到了一笔

订单；红外产品主要关注单兵夜视系统，军用侦查方向。公司的无

人机、雷达、红外、光电探测 4 项新产品在 2017 年都已经拿到超

过 1000 万的订单。我们认为未来公司的新业务将成为主要的业绩

增长点。 

 

内生外延共同发力，2018 年目标收入 7 亿元：根据公司公开

发布的调研记录，2018 年公司力争完成 7 个亿的收入目标，预计

外延并购企业贡献约 2.8 亿，内生贡献约 4.2 亿。外延并购方面，

2017 年公司收购的两家公司凯盾环宇（持股比例 51.22%）和星网

船电（持股比例 55%），未来也将为公司贡献业绩，根据收购公告，

凯盾环宇承诺 2017-2019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1000 万元，星

网船电承诺 2017-2019 年度净利润达到 4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内生方面，公司的成熟产品导航系统、动中通、智能驾考产

品都已经在不同领域实现批量应用，预计未来将保持稳定的发展，

4 项新业务也将成为主要的业绩增长点。利润率方面，2012-2016

年间公司净利润率在 25%-30%之间，2017 年受股权激励和募投项

目资产转固的影响，净利润率有下降，但仍然保持 20%以上。我们

认为，公司无人机、雷达等新产品的附加值比成熟产品更高，且

2018 年及以后股权激励费用明显减少，因此未来仍将维持较高的

利润率水平。 

 

以惯性技术为核心，聚焦智能无人产业链：公司的核心技术是

惯性技术，自 2010 年起推出三项产品带动了公司的快速发展——

导航系列产品、全系列卫星通信终端产品、智能驾考系统，2016

年之后公司开始布局智能无人系统产业，目前智能无人领域以研发

传感器为主，布局于智能感知（传感器）、智能通信（卫星通信，

海上 ARS 系统）和智能平台（无人机、无人车）业务，致力于成



 

8/30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行业跟踪周报 
 

为智能无人系统核心部件的供应商，以及智能无人应用方面的方案

商。整体上看，目前公司业务是以惯性技术为核心，聚焦布局智能

无人产业链。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收入分别为 4.09 亿元、 7.00 亿元、8.81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 0.64 亿元、1.38 亿元、1.76 亿元，EPS 分别为 0.40 元、0.85 元、

1.09 元，PE 分别为 62、29、23。首次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传统业务市场竞争加剧，新产品研制进度不及预期。 

 

【太极股份】政务云等新业务爆发增长，转型拐点来临 

 

投资要点： 

预收款占比大幅提升，订单延迟确认影响业绩：公司 2017 年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减少 3.22%，扣非净利润 2.51 亿元，同比减少 7.75%，但新签合同

79.5 亿，同比增长 11.4%，经营现金净流入 3.21 亿，同比增长 254.9%。

2017 年公司的预收款项占收入的比重达到 51%，同比大幅提升

15pct，年末大部分订单延迟确认造成收入增长放缓，同时公司积极

在云计算、网络安全、智慧应用等方面加大投入，管理费用率同比

提升 1.94pct，导致净利润出现下滑。 

 

政务云等新兴业务爆发增长，转型拐点来临：收入分项来看，

云服务实现收入 3.7 亿元，同比增长 183.01%；网络安全服务包括

互联网监控、内容安全、信息安全服务等，实现营收 8.5 亿元，占

总收入的 16.1%，同比增长 80.6%；智慧应用与服务收入 9.8 亿元，

占总收入的 18.4%；传统业务系统集成实现收入 31 亿元，占总收

入的 58.6%，同比下降 19.14%。收入分项增速的差异显示出公司的

业务结构正在逐步优化，新兴业务发展呈现爆发式增长，传统业务

占总收入的比例逐步下降。从毛利率角度来看，公司整体毛利率同

比提升 2.42pct，印证转型逻辑。单项毛利率看，目前公司的智慧应

用与服务毛利率最高，达到45.2%。我们认为公司的转型态度坚决、

效果显著，在数字中国的战略方向下有望持续获益。 

 

以数字中国为背景，政务云、政务数据共享及自主可控等成为

未来发展主线：政务信息化方面，公司承担了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平

台二期、“金审工程”三期等重要信息化项目；“互联网+政务”方

面，开拓了北京、天津等辖区；智慧城市公司积极参与北京城市副

中心和雄安新区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云业务方面，目前太极政务

云已经承载北京超过 60 家委办局的 180 个业务系统，并新签了陕

西、山西、海南等多个省级平台；警务大数据及司法大数据目前也

在积极推广。自主可控方面，公司积极参与国家安全可靠试点工程，

推进重点行业国产化替代，并成为人大金仓的控股股东，公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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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背景的特一级集成商，有望在自主可控集成商中享有较高份额。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净利润分别为

3.97 亿、6.06 亿和 8.51 亿，EPS 分别为 0.96/1.46/2.05 元，现价对

应 29/19/14 倍 PE，公司即将迎来转型拐点，利润有望加速释放，

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政务云市场进展低于预期；自主可控市场低于预期。 

 

 

3 行业动态 

3.1 人工智能 

加州新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可独自接送乘客 

4 月 7 日加州公共事业监管机构表示，它们将允许自动驾驶汽

车接送乘客，且无需配备人类司机。 

据悉，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提案，有望为 Alphabet

旗下 Waymo 和通用汽车等公司扫清障碍，允许它们在没有后备司

机的情况下利用自动驾驶汽车接送普通乘客。 

来源：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4/IKaLDey519v42uXq.html 

 

特斯拉又收到 50 辆卡车订单，这次是来自一家租车公司 

用不了多久，你也许就能亲自体验一辆特斯拉电动卡车（Semi 

Truck）。最近，这家车企又获得了加州卡车租赁公司  TCI 

Transportation 的 50 辆电动卡车订单，后者目前正运营着一个规

模超过 2000 辆的车队，包括卡车、牵引车、拖车。而这也是截至

目前特斯拉收到的最大一笔卡车订单之一。 

来源：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4/GpbrtxnzohgS84MH.html 

 

北京年内个人可手机提取公积金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日发布《关于系统升级暂停有关业

务办理的公告》。公告显示，从 4 月 23 日零时至 5 月 9 日 24 时，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进行系统升级。系统升级完成之后，从

今年 5 月 15 日起，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APP、支付宝生

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这三款手机客户端，查询个人

公积金余额、贷款等情况。据了解，新系统还运用了人脸识别的高

科技技术，登录会更为便捷，信息更为安全。 

来源：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4/xknsmUdSkhR5upC7.html 

 

「Dexta Robotics」获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将进一步完善

虚拟现实中的底层触觉交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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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生产虚拟现实交互手套Dexmo的公司Dexta Robotics近期

完成了一笔数千万元的天使轮融资，由磐谷创投领头，欣旺达跟投。

CEO 谷逍驰（Aler Gu）表示，此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招聘工程师和

其他人才、新产品研发、软件系统完善、设备生产与销售、公司售

前售后体系构建。 

来源：http://36kr.com/p/5127905.html 

 

汇丰：将引入人工智能分析可疑数据防止金融犯罪 

汇丰银行计划与英国初创公司 Quantexa 合作来筛选大量客户

数据，发现可疑行为，据了解，这一技术的引入每年会帮助打击金

融犯罪的监管机构节约 50 亿英镑左右。 

来源：http://www.fromgeek.com/ai/156525.html 

 

打破“云养猫”内容限制？新瞳科技「AR 喵」登陆国内安卓

应用市场 

4 月 12 日，在华为手机发布会上，新瞳科技开发的“AR 喵”

App 宣布上架华为应用商店。AR 喵希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养猫的

人，不再只是通过上网浏览图片、视频的方式“云撸猫”，而是拥

有属于自己的一只“AR 猫”，且这只猫不仅可以“看”，还可以通

过 AR 技术来“逗猫”。比如，用户使用激光笔在地面上晃动，屏

幕中的猫咪便会跟着射线陪主人“玩耍”。 

来源：http://36kr.com/p/5128247.html 

 

人工智能新模式，安防机器人悄然现身 

目前，国内机器人产业发展火热，作为“机器人+”模式发展

渗透的重要领域之一，安防机器人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安防

机器人作为新兴的产品，既可以代替人们完成重要场合的监控保安

工作，还可以实现数据收集，构成完整的监控系统。 

来源：https://www.iyiou.com/p/70109 

 

威马拉来海南交控一起做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新造车企业布局

共享出行已成趋势？ 

国内新造车企业威马汽车在海口召开新闻发布会，与海南省交

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成立合资公司，

并由威马旗下智慧出行品牌“GETnGO 即客行”与合资公司通力

协作，推动基于旅游业务的共享出行服务，全力助力海南省智慧交

通建设，为尽早实现“2020”和“2030”海南岛发展双目标作出贡

献。  

双方初步计划未来 3 年在海南岛内投放约 1500 辆新能源汽

车，这些车辆可能是威马的首款量产车型 EX5，也有可能是威马

接下来要推出的更适合于共享的电动车型，还有可能是其他品牌的

新能源汽车，威马汽车创始人沈晖向雷锋网新智驾强调，其要做的

是一个开放的共享出行平台，在使用的具体车型方面还有很大的想

象空间，他不想现在就说得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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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4/gr5cVuZuh1RXUqEc.html 

 

 

3.2 金融科技 

比特币价格与标普 500 指数相关性创新高 

文章撰写者写道：我们从 2012 年开始研究比特币与一些传统

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并注意到与过去几个月其与股票的相

关性达到了历史新高，尽管以绝对值来看该相关性仍然属于较低水

平。我们得出结论：“新的无相关性资产类别”的加密投资论文的

确有些道理，但是如果生态系统扩张，其相关性可能会提高。以目

前与股票的相关性看来，若发生金融危机时，比特币可能无法提供

下行保护，跟有些人的期望不同。 

来源：http://www.8btc.com/btc-price-sampp500 

 

马耳他将成“区块链之岛”，热烈欢迎币安入驻 

马耳他已经明确表明它希望成为区块链之岛，并下定决心要实

现这个目标。 

币安近期发出公告表示，在涉及到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T）

规范方面，马耳他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收到来自日本、中

国大陆和香港的警告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选择了

马耳他作为其新总部。 

来源：http://www.8btc.com/malta-blockchain-island 

 

美国监管 OCC 将在三月内发布科技金融章程 

据路透社报道，货币审计长办公室（OCC）负责人周一表示，

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发布的章程中表现其对于网贷公司和所谓的

fintech 公司的立场。fintech 行业一直非常密切地关注着去年 11 月

被任命为 OCC 的负责人 Joseph Otting 的举动，包括是否会继续允

许 fintech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该项章程最早由他的前任

Thomas Curry 于 2016 年首次宣布。在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会议于

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Otting 表示，监管机构计划在未来的 60

到 90 天内展现立场。 

来源：http://36kr.com/p/5128354.html 

 

马云发内部信宣布蚂蚁金服换帅：井贤栋接替彭蕾出任董事长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向员工发出了一封内部信，宣布彭蕾

将卸任蚂蚁金服董事长，由原蚂蚁金服 CEO 井贤栋接任董事长一

职，同时仍兼任 CEO。在内部信中马云对此次人事调整给予高度

评价，他表示，“这是蚂蚁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团队更替，不仅仅

是为了传承，更重要的是蜕变。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方可闲庭信

步，这是人才队伍上最大的成功。” 

来源：http://www.fromgeek.com/fintech/156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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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资本旗下 Parallel IV 风投基金获 Ripple 公司价值 2500

万美元的瑞波币投资 

4 月 11 日，区块链资本（Blockchain Capital）旗下 Parallel IV

风投基金宣布获得了 Ripple 公司投资，后者将提供价值 2500 万美

元的瑞波币（XRP）。这也是区块链资本首个接受加密货币投资的

基金。 

来源：http://36kr.com/p/5128784.html 

 

俄罗斯警方打击非法加密货币矿场，查获 6000 多台设备 

俄罗斯联邦内政部（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官员 Irina Volk 称，俄罗斯警方已经针对奥伦堡的一个

加密货币矿场的两名组织者提出了指控。 

警方在 RTI 一家废弃的工厂内发现了 6000 多台计算机设备，

认定这是一个加密货币矿场。警方已经在现场安排了内线。这个比

特币矿场电力消耗极高，每小时耗电 800 万千瓦。 

来源：http://www.8btc.com/russian-police-against-illegal-mining 

 

 

3.3 企业 SaaS 

汇桔网再获 6.8 亿元融资，加速构建知识产权、新科技产业生

态链 

汇桔网早期以自营模式提供知识产权服务，后期升级为以知识

产权为核心的资源共享企业服务平台。其业务覆盖商标、专利、版

权等知识产权的创造（申请、注册、登记等）与保护，以及知识产

权的买卖、许可与合作。 

4 月 8 日公布新一轮 6.8 亿元人民币融资，投资方为建设银行

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兴业银行广

州分行、浙商银行广州分行。经亿欧确认，本次融资为债权融资，

但“多家银行表达了股权投资的意向”，融资将用于平台研发、生

态建设、市场推广、人才引进等方面。 

来源：https://www.iyiou.com/p/69705 

 

支付宝再收央行罚单：监管层对支付行业的管理尺度趋严 

AI 金融评论获悉，央行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对支付宝的

行政处罚决定。央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相关文件显示，支付宝（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此次共涉及七项违规行为，罚款金额合计 18 万

元。 

来源：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4/CFWuSH8ohz5fgRdy.html 

 

AI 独角兽商汤科技 C 轮战略融资 6 亿美元，阿里巴巴领投 

商汤科技 SenseTime 通过其官方平台宣布完成 6亿美元 C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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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这是继去年十月，旷视科技（Face++）完成 C 轮融资 4.6 亿

美元后，人工智能领域又一最大一笔单轮融资。 

据悉，商汤科技 C 轮融资由阿里巴巴集团领投，新加坡主权基

金淡马锡、苏宁等投资机构和战略伙伴跟投。 

来源：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4/8SRWvMiPZBeisoNH.html 

 

京东宣布进军无人机植保，打造智慧农业共同体 

4 月 9 日上午，京东无人机开放赋能暨智慧农业共同体启动会

在京东集团总部举行，宣布将以无人机农林植保服务为切入点，整

合地方政府、农业上下游龙头企业、农业行业领域专家，构建开放、

共生、共赢的智慧农业共同体合作平台。 

来源：https://www.iyiou.com/p/69837 

 

行业首家！商用无人机一飞获得亿元融资 

4 月 9 日，商用无人机方案供应商一飞宣布完成近亿元新一轮

战略融资。本次融资由“航天国家队”中航信托控股有限公司领投，

资金将支持一飞新一代商用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研发、及国际市场

智能航空产业的整合、布局。 

一飞以吨级空中自动驾驶为核心技术壁垒，在农业、物流等商

业领域进行验证、数据积累、快速迭代，进而将技术反哺大型飞行

器，向智能航空领域发展，从而颠覆传统航空业。据了解，一飞是

中国首家覆盖商用整体产业链的无人机民企。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4668 

 

校管家获 4600 万 A 轮融资，为教培行业打造一站式信息化服

务平台 

专注于为教育培训学校软件服务商校管家近期宣布获得 4600

万元 A 轮融资，投资方为达晨创投。此前 2015 年 12 月，校管家完

成了千万级 Pre-A 轮融资。据介绍，校管家近三年每年营收及客户

增长均在 300%左右，公司当下处于盈利状态，本次融资主要为加

快新产品布局及交付实施售后支持的升级。 

来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305195703390198&wfr=spider

&for=pc 

 

京东金融发布京东来客、京东稻田 与合作伙伴共建企业服务

生态 

近日，京东金融重磅发布京东来客、京东稻田两款企业服务产

品。京东金融将技术能力“打包”开放给金融机构及企业客户，帮

助解决获客难、营销成本高、AI 技术薄弱等难题，与合作伙伴携

手共建企业服务生态的举措，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目前，已经有

数百家企业与京东金融签订合作协议,合作伙伴招募工作还在持续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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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fromgeek.com/it/156037.html 

 

京东物流去年前三季度亏损超 4 亿元，IPO 前市值需达 200

亿美元 

日前获悉一份京东物流核心财务数据，2017 年前三季度总营

收为 183.32 亿元，其中京东商城营收占比超过 80%。不过，材料

显示，去年前三季度京东物流总亏损超 4 亿元，仅有第二季度盈利。 

来源：http://36kr.com/p/5128802.html 

 

碧桂园与苏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涉零售版块 

4 月 12 日，碧桂园集团和苏宁控股集团在广东顺德碧桂园总

部签署为期 5 年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将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商业地产的合作，内容涉及零售、投资、金融和采购等多个业

务版块。 

苏宁方面称，预计今年内将有 600 家苏宁小店、苏宁直营店

等智慧零售业态店入驻碧桂园物业。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4825 

 

哈罗单车获蚂蚁金服等参投的近 7 亿美元融资 

亿欧 4 月 13 日下午消息，据第一财经报道称，哈罗单车已经

完成了新一轮融资，金额近 7 亿美金，蚂蚁金服、复星确认参投，

另有多家机构参与。亿欧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哈罗单车及复星方面，

已确认该消息属实。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4852 

 

 

3.4 网络安全 

芬兰超 13 万公民明文密码及机密信息被泄 

根据芬兰媒体 Svenska Yle 的报道，超过 13 万名芬兰公民似乎

已经成为了数据泄露事件的最新受害者。而从受害者数量来看，这

将是该国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三大数据泄露事件。 

芬兰通信管理局（FICORA）于本周五通过自己的网站向所有

芬兰公民发出警告称，一个由赫尔辛基新企业中心（“Helsingin 

Uusyrityskeskus”）负责维护的网站（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在本周二遭遇了匿名黑客的攻击，大约有 13 万用户的账户用户名

和密码被窃取，同时被窃取的还包括其他一些机密信息。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816239989.shtml 

 

因不恰当收集用户数据， Facebook 封杀加拿大公司

AggregateIQ 

Facebook 周五时表示，已经暂时封杀加拿大政治咨询公司

AggregateIQ，因为之前有报道称这家公司用不适当方式获取

Facebook 用户的个人信息。英国政治咨询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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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Facebook 获取大量用户的数据，此事给 Facebook 带来很大的麻

烦。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744794863.shtml 

 

思科漏洞被黑客利用，全球 20 万台路由器中招 

4 月 7 日，据外媒报道，一个名为“JHT”的黑客组织在本周

五利用 Cisco（思科） CVE-2018-0171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攻

击了俄罗斯和伊朗两国的网络基础设施，进而波及了两国的 ISP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数据中心以及某些网站。 

来源：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4/bCwMD6fkPnh6fMhU.html 

 

美军将利用“网络子弹”入侵无线网络 

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先进的战场网络能力只有训练有素的部队

才能具备，但在不远的未来，旅一级的作战部队就可以拥有“网络

子弹”（cyber bullets），还可在不经上级部门审批的情况下投入使用。 

美国军工企业蕾杜斯（Leidos）目前正致力于这项工作。2018

年 3 月 27 日，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举行的 AUSA 全球力量研讨

会上，蕾杜斯揭示了当地部队如何通过安装在大型 MQ-1C“灰鹰”

无人机上的干扰吊舱行使先进的网络能力，允许部队窃取 IP 地址，

拦截通信甚至操纵敌方信息。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549490919.shtml 

 

Mirai 变种僵尸网络预警：针对金融行业发起大规模 DDoS 攻

击 

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dFuture 的威胁研究小组 Insikt Group 在

上周四发表的一篇博文中给我们带来了关于 Mirai 僵尸网络的最新

动态。在今年 1 月下旬，Mirai 僵尸网络的一个变种针对金融业企

业发起了一系列 DDoS 攻击。 

Insikt Group 表示，攻击事件中的僵尸网络可能与 Mirai 僵尸网

络的变种 IoTroop（又称 Reaper）存在密切联系。到目前为止，至

少已经有三家欧洲金融机构成为了攻击事件的受害者。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384710731.shtml 

 

美国提出新法案:希望建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 

据外媒报道，众议院武装部队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主席

Elise Stefanik 最近提出新法案，希望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

员会。如果该法案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 2019 年某个时候收

到关于人工智能的完整报告。该法案将制定“2018 年国家安全委

员会人工智能法”，并要求临时组建一个 11 人委员会，其目的是对

政府进行人工智能的全面审查。它要求在颁布后 180 天内制定初步

报告。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4257282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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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泡沫溢至新兴市场 印巴两国央行下重手整顿 

印度央行(RBI)下达禁令，要求各银行切断与虚拟货币交易商

间的一切联系，同时还大幅削减本地交易所比特币及其它加密数字

货币的价格。巴基斯坦央行也在上周五晚间发布了一份单独声明，

宣称加密数字货币在该国属于不合法的货币。FX678 报道，巴基斯

坦央行要求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不要为那些寻求加密货币

交易的客户提供服务。巴基斯坦央行声称，那些在巴基斯坦境外使

用加密货币交易基金的人或机构都将面临被起诉的命运。 

来源：http://www.fromgeek.com/fintech/156422.html 

 

澳大利亚宣布：将加密货币交易纳入反洗钱监管之下 

澳大利亚正采取行动将加密货币供应商纳入 AUSTRAC（澳大

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澳大利亚的洗钱监管机构）的直接管

辖范围内。路透社报道该行动将立即生效。在 AUSTRAC 对澳大利

亚联邦银行（CBA）提起洗钱诉讼几个月后，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

交易所实行新的登记要求，希望大幅度减少网络犯罪、恐怖融资以

及洗钱带来的风险。 

来源：http://www.8btc.com/australian-cryptoexchanges-re 

 

英国数码购物网站泄露数千名警方、军方、政府消费记录 

根据英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Register 的报道，英国热门数码商

品在线购物网站 DronesForLess.co.uk 在无意间泄露了数千名警方、

军方、政府以及个人消费者的购买记录以及个人信息。导致事件发

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网站的交易数据库意外在线暴露并且没有得

到加密保护。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879099693.shtml 

 

Linux Beep 曝提权漏洞，黑客可窥探用户敏感文件 

E 安全 4 月 13 日讯 安全研究人员近日指出，Dediban 和 

Ubuntu（开源 GNU/Linux 操作系统） 发行版中预装的 Beep 软件

包存在漏洞 CVE-2018-0492，允许攻击者探测设备中的敏感文件，

包括 Root 用户的文件。此外，该漏洞还允许本地提权，进而完全

访问设备。该漏洞目前已在 Debian 和 Ubuntu 较新的版本中得到

修复。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610364632.shtml 

 

 

4 上市公司动态 

【海联金汇】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与北汽福

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华宇软件】公司与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业务战

略合作协议》。同日，华宇软件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的北京华宇科

创产业投资中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北大英华 2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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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减持计划提示：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8 日收到公

司持股 5%以下的股东天津市凯信金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关

于股份减持计划通知函之补充通知》：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且受让方在

受让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受让的股份。 

【北信源】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发明专利证书，授权公告日：2018 年 04 月 03 日。专利权期

限：20 年，自申请日起算。 

【润和软件】公司与奥特酷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及其现

有股东捷跑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刘洁签署了《奥特酷智能

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共计 2,000

万元人民币向奥特酷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奥特酷

16%的股权，奥特酷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紫光股份】公司董事长赵伟国先生提交书面辞职。 

【启明星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拟与自然人于天荣、郭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安方

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0%股权协议转让给自然人

于天荣、郭林，转让价格为 1.1 亿元。 

【启明星辰】认购基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与国科信工（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认购意

向书，约定安全公司拟以 2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国科信工管理的中

科信工网络空间安全风险创业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份额 2000 万元

人民币，成为中科信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证通电子】公司拟使用以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深圳市前海友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和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三方共同发起

设立证和产业投资并购基金，该并购基金目标规模约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重点关注与公司主营业务产业链相关方面的投资机遇。 

【新北洋】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报告：根据投资者认购情

况，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22.23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 12.28 元/

股，锁定期：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东华软件】PPP 项目中标：陕西省政府采购网发布了《西咸

新区空港新城“智慧空港”一期建设 PPP 项目预中标结果公示》，

公司成为该项目的预中标社会资本方。 

【辉煌科技】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韩瑞女士提交辞职。 

【丝路视觉】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栋净利润亏损：1,644 万元-2,143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334.41 万

元。 

【易华录】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盈利：3,832.86 万元-4,318.73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699.20

万元，较上年增长 42%-60%。 

【华宇软件】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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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净利润盈利：4,756.59 万元-5,137.11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3,805.27

万元，较上年增长 25%-35%。 

【南天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栋净利润亏损：5000 万元-57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4567.85 万

元。 

【思创医惠】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2,553.93 万元 —1,532.36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3,405.2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 — 55%。 

【立思辰】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盈利：1,717.11 万元 - 2,194.08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384.8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00% - 28.00%。 

【赛意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850 万元 至 1,25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517.0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97% 至 17.60%。 

【迪威迅】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亏损：259.04 万元—173.2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86.14 万

元。 

【创意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2,130 万元-2,42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810.81 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3.90%-24.22%。 

【信息发展】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 1,800 万元至 2,0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2,090.62 万

元。 

【华测导航】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1,120.00万元至 1,220.0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925.1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06%至 31.87%。 

【雄帝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 320万元 — 38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546.07万元。 

【熙菱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710 万元-79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47.34 万元。 

【高伟达】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盈利：110 万元-16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1,451.13 万元。 

【运达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390.76 万元-725.7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116.4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5%-35%。 

【天泽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600 万元-74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584.68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约：2.62%-26.56%。 

【万集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1,400 万元~1,9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45.28 万元。 

【新晨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680 万元-76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94.01 万元。 

【银之杰】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亏损：1,300 万元-1,8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686.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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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泰岳】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4,500 万元-5,0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873.28 万

元。 

【绿盟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3,000 万元—2,5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5,402.17

万元。 

【汉邦高科】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1,300 万元-1,5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532 万元。 

【先进数通】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 500 万元 至 4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436.69 万元。 

【东方国信】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3,662.53 万元至 3,418.36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4,883.3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30%。 

【科蓝软件】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 2,264 万元 至 1,852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057.98

万元。 

【汇纳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20 万元-16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36.37 万元。 

【远方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约： 2200 万元—147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45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0%—40%。 

【东方通】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盈利：320 万元—33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311 万元，比上

年同期上升 2.89%至 6.11%。 

【正元智慧】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360 万元—26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469.24 万元。 

【四方精创】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1,316.57 万元-1,567.35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1,253.8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5%-25%。 

【蓝盾股份】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5,686.03 万元~ 7,391.84 万元元，上年同期盈利：

5,686.0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0% ~30%。 

【万达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约 485 万元-506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440.31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0%-15%。 

【安硕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50 万元 — 4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769.77 万元。 

【盛天网络】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1800 万元～22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2630.28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57% ～ -16.36%。 

【博思软件】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亏损：1,000 万元-1,3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590.58 万元。 

【天玑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562.07 万元—686.97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624.5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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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0%～10%。 

【佳创视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董经理盈利：600 万元-1,1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1,110.12 万元。 

【思特奇】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亏损：4,600.00 万元-5,100.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5,729.93

万元。 

【潜能恒信】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 185 万元——461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922.6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20%——150%。 

【东方网力】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5,751.65 万元—6,797.4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5,228.7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0%。 

【浩云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400 万元至 7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1,607.34 万元 

【鲁亿通】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盈利：6695.19 万元-6792.93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325.80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55%-1985%。 

【浩丰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栋净利盈利：700 万元-9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576.5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5.60%-42.91%。 

【全志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亏损：1,500 万元 - 1,0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739.65 万元。 

【中科创达】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3800 万元-42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649.1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44%-58.54%。 

【恒泰实达】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70 万元-13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3.03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437.22%-897.70%。 

【京天利】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亏损：100 万元—6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068.74 万元。 

【三五互联】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1,100.00 万元至 1,470.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478.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减变动比例：-25.59%至-0.56%。 

【汉得信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 5,990 万～6,340 万，上年同期盈利：4,714.6 万，同比

上升 27%～34.5%。 

【维宏股份】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 668.14 万元 - 890.86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113.57 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 - 40%。 

【兆日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355.57 万元~ 434.59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790.16 万

元，同比上年同期变化：-55% ~ -45%。 

【长亮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329.76 万元-336.61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86.17 万元，



 

21/30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行业跟踪周报 
 

比上年同期上升：282.69%-312.68%。 

【汇金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盈利：1,000 万元-1,5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004.71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0.12%-25.18%。 

【易联众】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亏损：2,300 万元至 2,8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2,455.40 万

元。 

【中海达】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盈利：2,004.16 万元-2,150.81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488.8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0%-340%。 

【数码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4,872.30 万元—5,359.53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4,872.3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10%。 

【华虹计通】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0 万元-1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550 万元。 

【飞利信】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盈利：9,121.43 挖怒焰-10,524.73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7,016.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0%。 

【GQY 视讯】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3310 万元至 38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1880.27

万元。 

【飞天诚信】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108.37 万元- 216.73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083.6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0%—90%。 

【荣科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467.18 万元-574.99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359.3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60%。 

【数字政通】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1,554.88 万元-1,777.01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110.6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60%。 

【恒泰艾普】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500 万元—1,0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571.16 万

元。 

【北信源】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盈利：98.82 万元-123.52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82.35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50%。 

【安居宝】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亏损:500 万元—8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1,274.89 万元。 

【华峰超纤】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亏损：550 万元-7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06.09 万元。 

【诚迈科技】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盈利：8879.34 万元-9674.51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650.5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5% -265%。 

【思创医惠】公司发行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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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平价发行。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中孚信息】公司受让魏东晓持有的南京孚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孚芯”）55%的股权，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

转让协议》。 

【数字认证】公司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 万

元。 

【易华录】2017 年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93 亿元，同比增

长 33.0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1 元，同比增长 42.53% 

【易华录】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3,470 万元增资光研院，增资后

公司持有光研院 42.5%的股权，将成为华录光存储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 

【华宇软件】2017 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3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8.4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0.29%。 

【华宇软件】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公司 201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满足，同意公司为 757 名激

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 5,789,760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解锁。 

【用友网络】股东减持计划披露：公司股东优富自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 300 万股

至 500 万股股份，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但不低于 30.85 元/

股。 

【麦迪科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麦迪斯顿（北京）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至 2018 年 4 月 8 日期间，累计收到各

类政府补助资金 567.72 万元。 

【华测导航】2017 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45%。 

【神州泰岳】中国广核集团授权中广核核电信息安全研发中心

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奇点新源国际技术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有

关核电通信与物联网的框架合作协议。 

【石基信息】公司、石基（香港）、石基零售与阿里 SJ 投资已

签署《股东协议》，并达成 SPA 中约定的交割条件，完成了全部股

权转让款支付等交割相关事项。交割完成后，阿里 SJ 投资正式成

为石基零售的股东之一，持股数量为 3800 万股，股权比例为 38%；

石基（香港）持股数量为 6200 万股，股权比例为 62% 。 

【常山北明】2017 年年报：公司营业收入 112.54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5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48%； 

【传艺科技】公司因资产重组而继续停牌。 

【熊科股份】公司子公司北京能科瑞元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的部分股权交易内容：公司出资 5,100 万元、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睿族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2,900 万元。 

【熊科股份】公司变更名称为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量数据】公司股东减持计划：股东王贵萍拟自本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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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

减持不超过 2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42%。 

【海联讯】公司收到中科汇通发来的告知函，中科汇通与深圳

盘古于 2018 年 4 月 8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且于 

2018 年 4 月 8 日收到深圳盘古支付的部分首期转让款 1 亿元。 

【长亮科技】公司自 4 月 9 日起开始停牌。 

【神州信息】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2774 万元-314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0%-70%，基本每股收益盈利：约 0.0288 元-0.0326 元。 

【新北洋】公司发布 2017 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86043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3.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43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6.11%。 

【朗科科技】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0-5% ，盈利 1487.94 万元 - 

1562.34 万元。 

【聚龙股份】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65%—45%，盈利 532.79 万

元—837.24 万元  

【佳创视讯】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邵以丁回购公司持有的北

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 

的议案》，同意邵以丁先生按此次签署的《股份回购协议》约

定的方式、价格等回购公司持有的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的所

有股份。 

【旋极信息】公司参股企业都在哪网讯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东方网力】公司披露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副总经理

钟玲女士持有公司 1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5%），计划在

即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2.6 万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4%，不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运达科技】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255 万元与自然人杨洪春

在吉林长春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车载设备的

技术服务、产品研发、产品制造和市场服务等业务。 

【丝路视觉】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丝路蓝于近日取得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证书”。 

【华测导航】公司发布 2017 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6781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0.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1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6.45%。 

【宝信软件】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6000 万元到 

7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72.45%到 84.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5000 万元

到 6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63.48%到 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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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玑科技】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及终止实施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前期激励计划，回

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01 万股，共计 111 名激

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总股本将由 31647 万股减至 31345

万股。 

【天玑科技】公司发布 2017 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5953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3.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5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4.88%。 

【新北洋】公司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绿盟科技】公司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 76 万股；回购注销 2016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合

格激励对象 2016 年度对应的限售额度 3.7 万股。上述合计回购注

销 79.8 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从 80313 万

元减至 80233 万元。 

【科士达】公司收到科士达电气的通知，其已完成工商变更手

续，并已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增资后认缴注册资本总额 1000

万元。 

【深科技】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42 亿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13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52.45%。 

【启明信息】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7.1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6.32%。 

【华平股份】公司董事袁本祥先生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袁本祥先生仍在公司继续担

任副总经理。 

【北信源】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基于 USB 接口粒度的 USB 设备监控方法

及装置》， 授权公告日 2018 年 04 月 03 日 ，专利权期限 20 年，

自申请日起算 。 

【华铭智能】公司独立董事徐曙娜女士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徐曙娜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航天发展】公司副总经理佟建勋先生已完成《股份减持计划

告知函》，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 14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0.99%。 

【神州信息】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2.1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7.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4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59.53%。 

【实达集团】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64.7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5.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7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61%。 

【传艺科技】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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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4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

不超过 1 个月。  

【四方精创】公司收到独立董事苏哲锋先生、麦荣昌先生、杨

时飞先生的通知，苏哲锋先生、麦荣昌先生、杨时飞先生已取得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万达信息】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高级副总裁王清女士因

个人原因辞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高级副总裁职务，辞职后，仍将

在公司任职。 

【诚迈科技】南京观晨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南京观晨本次拟减持本公司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 110.7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8%。 

【东方通】公司股东孙亚明先生计划在该减持计划公布之日起

三个交易日后的五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累计不超过 90.5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3267%）。 

【华虹计通】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2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6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20.55%。 

【安洁科技】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7.1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8.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13%。 

【先进数通】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0.1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93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7.86%。 

【神思电子】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

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1737001318，发证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8 日，有效期三年。 

【神思电子】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神思旭辉

医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法定 

代表人及董事的工商变更，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收到济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南威软件】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5445 万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减少 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4 万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108.69% 。 

【南威软件】吴怡女士因个人工作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战略

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神州易桥】公司发布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形式

为股票期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500 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76579.94 万股的 3.26%，

激励对象共计 52 人，行权价格为 8.22 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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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思壮】2018 年度 3-4 月，公司参股公司北斗导航科技

有限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南京元博中和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客

户签署产品购销合同承接自组网项目。合同金额分别为 36106 万和

36190 万元。 

【荣之联】为确保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质量和信息披露的准

确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

期至 2018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  

【聚龙股份】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6.83

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减少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86 万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减少 81.11% 。 

【汇金股份】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6.21

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6550 万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减少 461.86% 。 

【汇金股份】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6210 万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105.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3 万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118.67% 。 

【汇金股份】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设立石家庄棠

棣科技有限公司。 

【汇金股份】刘立新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辞职后，刘立新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其他职务。 

【汇金股份】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小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高伟达】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银联科技，拟减持股份数量

合计将不超过 1461.1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248%。  

【信息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海清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一

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信息发展】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曙华先生为更好地履行董事

长职责，专心做好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资本市场运作，于近日申请

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今天国际】持本公司股份 20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33%）的股东曲水新智丰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计划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

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1.37 万股（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0.33%）。 

【诚迈科技】上海国和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上海国和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不超过 384 万 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81%。 

【工大高新】因深圳中小担申请，广东省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冻

结公司股东彭海帆先生所持有公司的 7600 万股股份，冻结期限三

年，冻结时间自 2018 年 4 月 10 日起至为 2021 年 4 月 9 日止，

本次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7.34%，被冻结股份均为限售流

通股。  

【大豪科技】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96 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5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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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9746 万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72.84% 。 

【顶点软件】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起停牌，待公司核查完毕并公告核查结果后复牌。 

【金桥信息】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6.72

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83 万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增加 20.66% 。 

【全志科技】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2 亿

元，相比于去年同期减少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3 万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减少 88.35% 。 

【达华智能】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公司将持有的上海达实联

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4%的股权转让给上海臻龙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240 万元，交易完成后，本公

司持 有达实联欣 17%的股权。 

【达华智能】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

资 17,823.17 万元人民币发起设立湖南桃江达实智慧医养有限公司。 

【达华智能】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达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与

深圳 达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物业委托服 务协议》，将持有

的企业总部型商务研发大厦达实大厦委托达实物业管理。 

【神州易桥】公司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将

净利润预计为盈利：4000 万元—5000 万元，去年同期：亏损：

2244.54 万元。 

【神州易桥】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霍尔

果斯并购基金持有的快马财税 60%股权，合计持有快马财税 100%

股权，快马财税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神州易桥】公司 2017 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51,593.4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27%。归属上市股东净利润

6,421.56 万元，同期增长 40.15%。 

【*ST 三泰】公司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 9,100 万元至 8,200 万元，去年同期：亏损 2,853.90 

万元。 

【启明星辰】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债券：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9 亿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万达信息】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 939 人授予 3,800.00 万

份股票期权，占总股本 3.69%，其中首次授予 3,500.00 万份，行权

价格为每股 17.51 元。预留 300 万份。业绩考核如下： 

 

首次授予的股票行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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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授予的股票行权期： 

 

【思创医惠】2017 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225.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026.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0.70%； 

【中国海防】公司因资产重组而自 4 月 16 日起停牌。 

【南天信息】第一季度报告：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3.7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32.22 万元。 

【中海达】本激励计划公司共向激励对象 489 人授予 2,098 万

份股票期权，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4.69%，首次

授予 1,998 万份，预留 100 万份。每一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2

元。 

首次授予的行权期： 

 

预留授予的行权期： 

 

业绩目标如下： 

 
【实达集团】收到政府补助：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市实达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收到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发的产业扶持资金共计

5889.65 万元人民币。 

【湘邮科技】公司 2017 年年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3 亿元，

同比减少 1.62%；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88 万元，较上年

减少 18.27 万元。 

【超图软件】公司第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3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276.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7.02%。 

【聚龙股份】公司与北京人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秦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三方达成关于合资成立北京云钞金融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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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框架协议。 

【网达软件】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振邦女士辞职。 

【常山北明】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000 万元～22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241

万元。 

【南天信息】公司将以 3,098.41 万元人民币认购云南红岭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的新股 330.32 万股，获得红

岭云 33.7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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