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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变动维持 

 投资要点 

1.市场回顾 

本周计算机指数上涨 1.39%，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00%；计算机板块涨跌幅在

所有板块中居于前半段。 

 

2.主要观点 

3 月 30 日，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建

设的指导意见》，鼓励网信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完善产业链条，引进吸收国

外先进技术，参与全球资源整合，提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鼓励拓宽

债券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网信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这

是国家网络强国战略提出后，对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的首个指导意见，对

促进网信企业发展意义重大。 

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建设是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战略，相关产业投入有望加速。

《意见》发布，网信企业在并购重组、再融资方面限制有望放宽，迎来完善

产业布局、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契机。需求释放叠加

政策鼓励，网信企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今年以来，科技领域的利好政策持

续释放，对产业内企业技术储备与业绩增长的积极影响将逐步显现，建议高

度重视自主可控和信息安全板块。 

 

3. 投资建议 

重申两条主线把握行业投资机遇，其一为高景气板块龙头及优质公司，其二

为细分领域具备大潜力、增速快、持续性好的标的。持续坚定推荐“四大金

刚”：辰安科技、华宇软件、汉得信息、美亚柏科；持续推荐华创“小白马”

组合：辰安科技、泛微网络、恒华科技；继续推荐工业信息化板块：用友网

络、东方国信、大豪科技；人工智能板块：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科大讯飞、

中科曙光、恒生电子、东方网力；无人驾驶板块：四维图新、德赛西威、路

畅科技、索菱股份；推荐启明星辰、千方科技、广联达、太极股份、苏州科

达、南威软件。 

 

4.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进度低于预期；产业竞争加剧的风险；行业 IT 资本支出低于预期的

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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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每周观点 

每周观点 

 市场回顾 

本周计算机指数上涨 1.39%，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00%；计算机板块涨跌幅在所有板块中居于前半段。 

 

 主要观点 

3 月 30 日，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鼓励网信企业通

过并购重组，完善产业链条，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参与全球资源整合，提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鼓

励拓宽债券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网信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这是国家网络强国战略提出后，

对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的首个指导意见，对促进网信企业发展意义重大。 

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建设是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战略，相关产业投入有望加速。《意见》发布，网信企业在并购重

组、再融资方面限制有望放宽，迎来完善产业布局、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契机。需求释

放叠加政策鼓励，网信企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今年以来，科技领域的利好政策持续释放，对产业内企业技术

储备与业绩增长的积极影响将逐步显现，建议高度重视自主可控和信息安全板块。 

 

 投资建议 

重申两条主线把握行业投资机遇，其一为高景气板块龙头及优质公司，其二为细分领域具备大潜力、增速快、

持续性好的标的。 

持续坚定推荐“四大金刚”：辰安科技、华宇软件、汉得信息、美亚柏科；持续推荐华创“小白马”组合：辰安

科技、泛微网络、恒华科技； 

继续推荐工业信息化板块：用友网络、东方国信、大豪科技； 

人工智能板块：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科大讯飞、中科曙光、恒生电子、东方网力； 

无人驾驶板块：四维图新、德赛西威、路畅科技、索菱股份；推荐启明星辰、千方科技、广联达、太极股份、

苏州科达、南威软件。 

 

 行业动态&公司动态 

行业动态：【国内要闻】2017 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 2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4%；【海外动态】比特币遭遇寒冬：

3 个半月共下跌 75%。 

公司动态：【投资&并购】达实智能：投资 1.78 亿元发起设立湖南桃江达实智慧医养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90%；

【中标&战略合作】神州泰岳：中广核信息安全研发中心与子公司奇点国际合作成立核电通信与物联网应用实验

室，推动核电智能化应用；【股权激励】金桥信息：发布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其他动态】新

北洋：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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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周市场回顾（20180409-20180413） 

板块表现：板块涨跌互现，计算机板块涨幅在所有行业中居第 4 位 

图表 1 主要指数一周表现回顾 

指数  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 领涨子版块 

计算机  1.6% 10% 智慧城市 

沪深 300 0.4% -4% 石油石化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表 2 板块涨跌互现，计算机板块涨幅在所有行业中居第 4 位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表 3 计算机各子版块普遍上涨 

指数  收盘点位 周涨跌幅 

计算机硬件 4426.82 1.34% 

计算机软件 6122.51 1.79% 

IT 服务业  5300.63 1.40%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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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计算机子行业过去一年走势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板块估值：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图表 5 计算机板块市盈率小幅上涨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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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计算机板块相对估值小幅上涨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三、公司动态 

业绩前瞻 

图表 72017 年公司年报 

 公司名称 业绩公告 

高成长 中昌数据 盈利：1.1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0.09% 

高成长 深科技 盈利：5413.0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2.45% 

高成长 华虹计通 盈利：594.9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0.55% 

成长 新北洋 盈利：2.8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11% 

成长 金桥信息 盈利：3483.6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66% 

成长 常山北明 盈利：3.55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8% 

负增长 天玑科技 盈利：5495.4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88% 

负增长 先进数通 盈利：4293.01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86% 

负增长 聚龙股份 盈利：5886.8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1.11% 

负增长 湘邮科技 盈利：212.88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91% 

负增长 思创医惠 盈利：1.30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70% 

亏损 汇金股份 亏损：1.66 亿 上年同期盈利：4573.67 万元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注释：高成长、成长、负增长公司业绩中值分别为大于 30%、0~30%、小于 0% 

 

图表 8  2018 年第一季度公司报告 

 公司名称 业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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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业绩公告 

高成长 南威软件 盈利：124.1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8.69% 

高成长 大豪科技 盈利：9746.34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2.84% 

高成长 神州信息 盈利：2949.6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9.53% 

扭亏 汇金股份 盈利：233.14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1248.68 万元 

负增长 湘邮科技 盈利：212.88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91% 

负增长 思创医惠 盈利：1.30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70% 

亏损 南天信息 亏损：5332.22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4567.84 万元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注释：高成长、成长、负增长公司业绩中值分别为大于 30%、0~30%、小于 0% 

 

图表 9  2018 年第一季度公司业绩预告 

 公司名称 业绩公告 

高成长 恒泰实达 盈利：70 万元至 13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7.22%至 897.70% 

高成长 中海达 盈利：2004.16 万元至 2150.8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10%至 340% 

高成长 长亮科技 
盈利：329.76 万元至 355.61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82.69%至

312.68% 

高成长 华峰超纤 盈利：8879.34 万元至 9674.5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35%至 265% 

高成长 飞天诚信 盈利：108.37 万元至 216.7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0%至 90% 

高成长 宝信软件 盈利：1.43 亿元 - 1.5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2.45% - 84.53% 

高成长 神州信息 盈利：2774 万元 - 314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 - 70% 

高成长 荣科科技 盈利：467.18 万元至 574.9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至 60% 

高成长 三联虹普 盈利：4062.97 万元至 4688.04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至 50% 

高成长 飞利信 盈利：9121.43 万元至 10524.7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至 50% 

高成长 汉得信息 盈利：5990 万元至 634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7%至 34.5% 

高成长 北信源 盈利：98.82 万元至 123.5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至 50% 

成长 东方网力 盈利：5751.65 万元至 6797.4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至 30% 

成长 万达信息 盈利：485 万元至 50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0%至 15% 

成长 四方精创 盈利：1316.57 万元至 1567.35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5%至 25% 

成长 方直科技 盈利：777.69 万元至 925.8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至 25% 

成长 恒锋信息 盈利：329.46 万元至 428.2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至 30% 

成长 蓝盾股份 盈利：5686.03 万元至 7391.8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0%至 30% 

成长 数码科技 盈利：4872.30 万元至 5359.5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至 10% 

成长 朗科科技 盈利：1487.94 万元 - 1562.34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 - 5% 

成长 天泽信息 盈利：600 万元-74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62%至 26.56% 

成长 万兴科技 盈利：2300 万元至 240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90%至 6.33% 

负增长/成长 天玑科技 盈利：562.07 万元至 686.9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0%至 10% 

负增长 立思辰 盈利：1717.11 万元至 2194.08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至 28% 

负增长 远方信息 盈利：2200 万元至 147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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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业绩公告 

负增长 创意信息 盈利：2130 万元至 242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3.90%至 24.22% 

负增长 维宏股份 盈利：668.14 万元至 890.8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0%至 40% 

负增长 东方国信 盈利：3662.53 万元至 3418.3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5%至 30% 

负增长 三五互联 盈利：1100 万元至 147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5.59 万元至 0.56% 

负增长 赛意信息 盈利：850 万元至 125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3.97%至 17.60% 

负增长 冰川网络 盈利：1642.68 万元至 2240.0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5%至 25% 

负增长 汇金科技 盈利：1000 万元至 150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0.12%至 25.18% 

负增长 兆日科技 盈利：355.57 万元至 434.5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5%至 45% 

负增长 浩丰科技 盈利：700 万元至 90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5.60%至 42.91% 

负增长 高升控股 盈利：1500 万元至 200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4000.13 万元 

负增长 聚龙股份 盈利：532.79 万元 - 837.2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5% - 45% 

扭亏 浩云科技 盈利：400 万元至 7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1607.34 万元 

扭亏 佳创视讯 盈利：600 万元至 11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1110.12 万元 

扭亏 安硕信息 盈利：50 万元至 4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769.77 万元 

扭亏 高伟达 盈利：110 万元至 16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1451.13 万元 

亏损 华虹计通 亏损：0万元至 1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550 万元 

亏损 汇纳科技 亏损：20 万元至 16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236.37 万元 

亏损 京天利 亏损：100 万元至 6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1068.74 万元 

亏损 迪威迅 亏损：259.04 万元至 173.2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286.14 万元 

亏损 正元智慧 亏损：360 万元至 26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469.24 万元 

亏损 先进数通 亏损：500 万元至 4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436.69 万元 

亏损 诚迈科技 亏损：550 万元至 70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206.09 万元 

亏损 安居宝 亏损：500 万元至 8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1274.89 万元 

亏损 新晨科技 亏损：680 万元至 76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294.01 万元 

亏损 熙菱信息 亏损：710 万元至 79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147.34 万元 

亏损 华力创通 亏损：700 万元至 95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840.10 万元 

亏损 博思软件 亏损：1000 万元至 13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590.58 万元 

亏损 汉邦高科 亏损：1300 万元至 15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1532 万元 

亏损 银之杰 亏损：1300 万元至 180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686.39 万元 

亏损 万集科技 亏损：1400 万元至 190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45.28 万元 

亏损 信息发展 亏损：1800 万元至 20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2090.62 万元 

亏损 古鳌科技 亏损：1080.87 万元至 1389.6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至 30% 

亏损 易联众 亏损：2300 万元至 28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2455.40 万元 

亏损 绿盟科技 亏损：3000 万元至 25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5402.17 万元 

亏损 神州泰岳 亏损：45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1873.28 万元 

亏损 思特奇 亏损：4600 万元至 51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5729.93 万元 

亏损 南天信息 亏损：5000 万元至 57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4567.85 万元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注释：高成长、成长、负增长公司业绩中值分别为大于 30%、0~30%、小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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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及并购 

 【运达科技】公司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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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创视讯】公司以人民币 1 亿元的价格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取得优朋普乐的 4.7180%股权。优朋

普乐 2017 年经营业绩承诺：2017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

元 

 

 【荣科科技】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支付 2.8 亿元，购买神州视翰 100%股权。新增股份发行价格

为 9.80 元/股，数量为 1714.29 万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1.63 亿元，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发行前上市

公司股本的 20% 

 

 【华虹计通】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计划总投资 5,448 万元,实际使用 1,993.94 万元，建设完成日期变更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 

 

 【神思电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齐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拟发行股份 491.64 万股及支付现金 5748

万元购买因诺微 66.20%股权，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748 万元 

 

 【汇金股份】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石家庄棠棣科技有限公司，目的为集中整合

公司现有社区业务资源，有利于公司社区业务梳理整合，实现业务聚焦与优化；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北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终止挂牌 

 

 【聚龙股份】公司与北京人银文化、上海秦曦达成关于合资成立北京云钞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0 万元，聚龙股份出资 400 万元，人银文化出资 300 万元，上海秦曦出资 300

万元 

 

 【达实智能】根据公司与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桃江县卫局签署的《桃江县人民医院南院院区建设 PPP

合作协议书》，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 1.78 亿元发起设立湖南桃江达实智慧医养有限公司（预计注册资本

1.98 亿元），持股比例为 90% 

 

 【久其软件】公司收购上海移通 49%股权交易已完成过户，公司目前持有上海移通 100%股权，上海移通

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数字认证】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数字医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数字认证（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工商登

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 

中标及战略合作 

 【神州泰岳】中广核授权中广核信息安全研发中心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奇点国际签署有关核电通信与物联网

的框架合作协议，合作成立核电通信与物联网应用实验室，推动核电智能化应用，有效期五年 

 【合众思壮】3 月 27 日和 4 月 12 日公司参股公司北斗导航全资子公司元博中和北斗导航分别与公司签订

委托加工合同，金额分别为 3.61 亿和和 3.61 亿，总额为 7.2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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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 

 【金桥信息】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向 120 名激励对象发放 177.00 万股，占本激励计公司股本总额 17,732.50 万股的0.998%，授予价格为 9.59

元/股。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完成日起满 12 个月后分三期解除限售，每期解除限售的比例分别为 40%、30%

和 30% 

 

 【中海达】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2098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公司股本的 4.69%。其中，首次授予 1998 万份，

预留 100 万份。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 489 人，包括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及分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 

 

 【万达信息】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3800 万份股票期权，占股本总额的 3.69%。其中，首次授予 3500 万份，

预留 300 万份。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939 人，包括：部分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3 人，核心管理、业务骨干

人员 936 人 

其他动态 

 【英飞拓】公司控股股东 JHL INFINITE LLC 及实际控制人刘肇怀或向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公司转让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30%的 3.14 亿股股份 

 

 【高伟达】持有公司股份总额 8.247%，总计 3710.16 万股的银联科技自 2018 年 5 月 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8 日，预计减持不超过公司 1461.1 万股股权，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248% 

 

 【东方网力】公司副总经理钟玲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2.60 万股 

 

 【用友网络】占公司总股本 2.87%，持股 4200 万股的优富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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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迈科技】南京观晨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10.7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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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11.11% 

 

 【北信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一、基于 USB 接口粒度的 USB 设备监控方法及装置二、32 位进程

和 64 位进程交叉注入方法及装置 

 

 【神思电子】公司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为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荣之联】因 2017 年度审计工作量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 2017 年年报披露时间延期至 2018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 

 

 【新国都】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将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支付 2017 年 4 月 15

日至 2018 年 4 月 14 日期间的利息 5.6 元（含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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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证股份】将 2017 年度业绩由盈利减少 16796.16 万元，同比减少 71.45%更改为减少约 10307.88 万

元，同比减少 43.85% 

 

 【信息发展】董事长兼总裁张曙华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聘任黄海清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一职 

 

 【*ST 三泰】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4500 万元至-3600 万元

修正为-9100 万元至-8200 万元 

 

 【深科技】公司拟在未来择机出售所持有的参股公司捷荣技术、昂纳科技集团的部分股票及所持有的参股

公司东方证券余下全部股票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0.50 元 

 

 【先进数通】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1.00 元 

 

 【思创医惠】2017 年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0.18 元 

 

 【聚龙股份】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1.00 元 

 

 【常山北明】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0.50 元 

 

 【新北洋】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2.00 元 

 

 【天玑科技】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0.70 元 

 

 【中国软件】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现 0.46 元 

四、行业动态 

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在线教育上升，人工智能、区块链热度下降 

图表 10 互联网金融市场热度上升，移动支付热度上升，在线教育热度上升 

 

资料来源：百度指数、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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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人工智能市场热度下降，区块链热度下降 

 

资料来源：百度指数、华创证券 

行业一周要闻 

国内要闻 

 腾讯与宁波中院合作打造全国移动电子诉讼的“宁波样本” 

【腾讯科技】4 月 10 日消息，腾讯与宁波中院宣布合作成立实验基地未来，腾讯公司将以云计算、人工智

能为基础，基于腾讯的人脸识别、远程音视频通话、腾讯云、微信智聆语音识别等智能化能力，借助小程

序轻量化体验，与法院协力合作，将“宁波移动微法院”打造成全国移动电子诉讼的标杆，为移动电子诉

讼向全国推广打造样本、输出经验。 

 

 长城与百度签署汽车智能互联领域战略合作 

【TechWeb】4 月 9 日，长城汽车和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宣布双方将在车辆智能网联、自动驾驶、

共享出行、大数据四大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打造车辆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技术联合巨头。 

 

 紫光成立智能汽车公司，进军智能驾驶领域 

【中国通讯网】4 月 11 日消息，紫光集团成立了“北京紫光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紫光国芯新任总裁

马道杰担任董事长，人工智能大咖何华杰任紫光智能汽车公司总经理。目前，紫光集团正在利用重大历史

机遇，在战略上加速人工智能、5G 布局。 

 

 天海投资：拟 75 亿元收购当当科文及北京当当 

【财联社】4 月 11 日消息，天海投资公告称，拟以 6.23 元/股的价格发行 6.52 亿股，并支付 34.4 亿元现

金，初步作价75亿元收购当当科文100%股权及北京当当100%股权。同时拟募集不超40.6亿元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控制权变更，交易完成后，俞渝和李国庆合计直接持有 16.49%股份。 

 

 神策数据宣布 C 轮融资落定，华平投资领投 

【搜狐科技】4 月 11 日消息，神策数据宣布获华平投资领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DCM 资本、襄禾资本、

晨兴资本、线性资本、明势资本跟投，共计 4400 万美元的新一轮融资。这标志着，神策数据成为国内用

户行为分析领域首家完成 C 轮融资的大数据公司。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范：无临时车牌不得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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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4 月 12 日消息，据公安部网站消息，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部三部委近日印发《智能网联

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对测试主体、驾驶人及车辆等作出明确规定。《管理规范(试行)》明确，

测试车辆应当遵守临时行驶车号牌管理相关规定，未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上路行驶。 

海外动态 

 Twitter、Facebook 封禁加密货币内容，多国成立区块链协会发起集体诉讼 

【Bitcon.com】4 月 9 日消息，来自瑞士，哈萨克斯坦和亚美尼亚的加密货币协会和企业已加入欧亚区块

链协会。在 3 月底的莫斯科会议上，中国、韩国和俄罗斯三国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协会发起并创立了欧亚

区块链协会。该协会计划对禁止加密货币广告的互联网公司提起集体诉讼。该诉讼将挑战 Facebook、

Google、Twitter、以及 Yandex 针对加密货币相关广告的限制。 

 

 IDC：第一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 6040 万台同比持平 

【凤凰网科技】4 月 12 日消息，IDC 最新报告称，2018 年第一季度，包括台式机、笔记本和工作站主机

在内的全球传统 PC 出货量总计为 6040 万台，同比持平（零增长）。这一结果较此前预期的下滑 1.5%更

好，也标志着传统 PC 出货量连续第三个季度保持持平。中国市场的 PC 出货量表现低于预期。 

 

 SirinLabs 宣布联手富士康生产区块链智能手机 

【TechWeb】4 月 13 日，据外媒报道，以色列科技公司 Sirin Labs 宣布，将联手代工厂商富士康的子公司

富士康移动制造全球首款区块链智能手机，即 Finney 智能手机。这部手机可以对比特币等电子货币进行安

全的存储和使用，而且用户在交易虚拟货币的时候不用缴纳交易费。 

 

 云计算公司 Zuora 登陆纽交所交易首日暴涨 43% 

【凤凰科技】4 月 13 日，云计算公司 Zuora 周四晚间正式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在首日交易中，截至美股

收盘 Zuora 股价暴涨 42.86%，收于 20.00 美元。 

 

每周并购/融资事件库 

图表 12 近期融资事件：红杉资本注资中科聚信，探物获蚂蚁金服数千万人民币投资 

融资企业 融资金额 投资机构 融资时间 

比特易  未透露 蓝驰创投软银中国 2018/4/14 

雷动云合 数千万人民币 银河投资(银河资本) 国投创业 2018/4/13 

中科聚信 未透露 红杉资本中国 2018/4/13 

观安信息 1.3 亿人民币 海通开元联新资本上海信投张江集团 2018/4/13 

探物  数千万人民币 蚂蚁金服(阿里巴巴) 2018/4/13 

新数科技 数千万人民币 天创资本 2018/4/12 

DetlaGrad 数百万人民币 众海投资 2018/4/12 

CarBlock 数百万美元 沈波 2018/4/12 

真相科技 未透露 东方融润长策投资 2018/4/11 

黑狱财经 数百万人民币 未透露 201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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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企业 融资金额 投资机构 融资时间 

神策数据 4400 万美元 
红杉资本中国晨兴资本 DCM中国华平投资 WI 

Harper Group 明势资本线性资本襄禾资本 
2018/4/11 

熵智科技 数千万人民币 松禾远望资本远望资本 2018/4/10 

资料来源：桔子 IT、华创证券 

五、全球 TMT 动态 

板块表现：美股计算各板块指数均上涨 

图表 13 美股计算各板块均上涨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市场前瞻与回顾：商汤科技获 6 亿美元投资：阿里领投估值超 30 亿美元 

 商汤科技获 6 亿美元投资：阿里领投估值超 30 亿美元 

【新浪科技】4 月 9 日，商汤科技通过阿里巴巴和其他投资者融资 6 亿美元，估值超过 30 亿美元，成为全

世界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该交易之后，商汤科技的估值在几个月内翻了一番。该公司为全球规

模最大的监控系统贡献了软件，包括中国开发的手机和中国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 

 

 人工智能翻译首次亮相博鳌亚洲论坛 

【TechWeb】4 月 9 日，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未来的生产”会场两侧大屏幕上，嘉宾演讲内容被实时识

别、翻译成中英双语字幕进行投屏展示。提供翻译服务的是腾讯公司人工智能同声传译解决方案“腾讯同

传，这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尝试使用 AI 机器同传技术。 

 

 2017 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 2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4% 

【Techweb】4 月 12 日消息，2018 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今日在重庆召开，腾讯研究院在会上发

布了《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 26.70 万亿元人民

币，较去年同期的 22.77 万亿元增长 17.24%。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 30.61％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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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 

 

 阿里云推区块链解决方案天猫奢侈品可“一键溯源” 

【新浪科技】2017 年 8 月，阿里上线了首个针对奢侈品品牌专属定制的平台天猫 Luxury Pavilion。2018

年 4 月 13 日，天猫对外宣称，未来 3 年该平台将为 90 后、00 后搭建一个新世代消费者的沟通桥梁，同时

为了保证平台上的优质体验，将利用阿里云的区块链解决方案，为消费者提供一键溯源功能。 

 

 比特币遭遇寒冬：3 个半月共下跌 75% 

【IT 之家】4 月 9 日消息，从 3 月 25 日到 3 月 30 日，比特币跌幅接近 20%，如果以人民币计算，则是从

最高点 5.67 万元跌至 4.23 万元；从整个 3 月来看，比特币则出现了三次阶梯式下跌，最高时为 7.433 万

元，跌幅超过 40%；从去年 12 月 17 日历史高点 13.28 万元来看，比特币在三个半月内，跌幅超过 75%。 

 

图表 14 全球 TMT 行业公司表现 

所属行业  公司名称  股价  周涨幅（%） 年涨幅（%） 
市值  

（亿美元）  
相关 A 股公司  

互联网与

软件服务 

蓝汛 1.39  26  -18  0.36  网宿科技 

网秦 -- -- -- -- 绿盟科技、启明星辰 

高德软件 20.9 0  0  11.35  四维图新 

世纪互联 6.41 2  -20  7.17  浪潮软件 

微软 93.58 4  10  7205.47  中国软件 

甲骨文 45.88 2  -3  1872.97    

Salesforce 121.4 5  19  888.04  用友软件 

IBM 158.07 5  4  1456.09  华胜天成、浪潮信息 

赛门铁克 27.6 6  -1  171.54  
启明星辰、绿盟科技、北信源、蓝

盾股份、美亚柏科 

在线商务 

阿里巴巴 175.92 5  2  4449.66  上海钢联、三六五网 

搜房网 4.97 -3  -11  22.01  三六五网 

携程 45.38 1  3  232.91  石基信息、号百控股、腾邦国际 

京东 40.6 3  -2  579.09    

唯品会 16.55 -1  41  108.59    

Groupon 4.43 1  -13  24.88    

Priceline -- -- -- -- 腾邦国际 

Yelp 44 5  5  36.73    

社交 

欢聚时代 97.01 -1  -14  61.27  朗玛信息 

新浪微博 122.59 8  18  271.19    

腾讯控股 408 1  0  4962.95    

Facebook 163.87 4  -7  4760.42    

推特 29 3  21  217.76    

视频 
优酷土豆 27.54 0  0  53.88  乐视网、百视通 

Nextflix 309.25 7  61  1341.99  乐视网 

门户与搜 新浪 98.82 2  -1  70.10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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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  公司名称  股价  周涨幅（%） 年涨幅（%） 
市值  

（亿美元）  
相关 A 股公司  

索 百度 231.34 5  -1  805.44  
 

奇虎 360 76.92 0  0  99.57  海隆软件 

谷歌 1032.51 3  -1  7179.02    

 

六、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进度低于预期；产业竞争加剧的风险；行业 IT 资本支出低于预期的风险等。 

 

七、附录 

近期股本变动 

图表 15 近期股本变动信息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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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解禁统计 

图表 16 近期限售股解禁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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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团队介绍 

组长、首席分析师：陈宝健 

清华大学计算语言学硕士。曾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安信证券。2017 年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2015 年新财富最佳分

析师第 2 名团队成员，2016 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第 6 名团队成员。 

研究员：邓芳程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曾任职于长江证券。2017 年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庞倩倩 

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曾任职于广证恒生证券。2017 年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 
 

华创证券机构销售通讯录 

 
地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企业邮箱 

北京机构销售部 
申涛 高级销售经理 010-66500867 shentao@hcyjs.com 

杜博雅 销售助理 010-66500827 duboya@hcyjs.com 

广深机构销售部 

张娟 所长助理、广深机构销售总监 0755-82828570 zhangjuan@hcyjs.com 

王栋 高级销售经理 0755-88283039 wangdong@hcyjs.com 

汪丽燕 高级销售经理 0755-83715428 wangliyan@hcyjs.com 

罗颖茵 销售经理 0755-83479862 luoyingyin@hcyjs.com 

段佳音 销售经理 0755-82756805 duanjiayin@hcyjs.com 

朱研 销售助理 0755-83024576 zhuyan@hcyjs.com 

上海机构销售部 

石露 华东区域销售总监 021-20572595 shilu@hcyjs.com 

沈晓瑜 资深销售经理 021-20572589 shenxiaoyu@hcyjs.com 

朱登科 高级销售经理 021-20572548 zhudengke@hcyjs.com 

杨晶 高级销售经理 021-20572582 yangjing@hcyjs.com 

张佳妮 销售经理 021-20572585 zhangjiani@hcyjs.com 

沈颖 销售经理 021-20572581 shenying@hcyjs.com 

张敏敏 销售助理 021-20572592 zhangminmin@hcyjs.com 

蒋瑜 销售助理 021-20572509 jiangyu@hcyjs.com 

柯任 销售助理 021-20572590 keren@hcyjs.com 

何逸云 销售助理 021-20572591 heyiyun@hcyjs.com  
  



 

行业周报 
 

 
 
 

证监会审核华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文号：证监许可（2009）1210 号 20 

 

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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