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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报行情，中国AI领域再添多
项新成果 
——计算机行业周报（2018.07.02-2018.07.08） 

  2018年 07月 09日 

 看好/维持 
  计算机 周度报告 

 

  

周报摘要： 

核心观点 

本周计算机板块（申万）下跌 0.85%，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37 个百分点，

跑赢中小板指数 1.16 个百分点，跑赢创业板指数 0.90 个百分点，在所有

行业板块（申万）中表现较好。我们认为本周计算机行业受宏观因素影响

减弱，后续中报业绩将成为三季度板块行情的重要催化因素。在细分行业

方面，我们推荐关注云计算、AI 及网络安全等领域。 

第二届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发布多项研究成果，AI 领域再添重要里程碑。7

月 4 日，在第二届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李彦宏带来了多项 AI 领域的新进展。首先，是百度一直专注的无人驾驶

领域，宣布将正式量产 L4 级无人驾驶巴士―阿波龙‖。其次，百度正式发布

百度大脑 3.0，包括计算、平台、生态的全栈布局。最后，百度还推出了中

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昆仑‖是中国在大规模 AI 运算实践中

催生出的芯片，基于百度 8 年的 CPU、GPU 和 FPGA的 AI 加速器的研发，

20 多次迭代而生，是中国 AI 芯片的又一里程碑。 

我们重点推荐关注云计算、AI及网络安全的投资机会。云计算行业是目前

在政策端及基本面都具备支撑作用的细分板块，近期，云安全更是被正式

纳入网络安全中。我们认为在企业上云政策推进、云计算及 AI 等技术融合

创新的环境下，整个云计算产业链都会保持继续向上的趋势。7 月 4 日，

阿里云 ET 城市大脑发布大规模视觉计算平台―天擎‖。这是继天曜、天鹰、

天机后，ET 城市大脑的第四款 AI 视觉产品，能够支持大规模、高并发的

视频实时分析需求。最值得关注的是，―天擎‖拥有超强性能，能用 1 分钟把

16 小时视频翻译成二进制语言。可以看到，各大巨头在 AI+云计算领域都

有着重大突破，也进一步促进整体行业的发展。具体标的推荐关注广联达

（002410.SZ）、广电运通（002152.SZ）、航天信息（600271.SH）及

蓝盾股份（300297.SZ）。 

投资策略及组合 

本周我们的投资组合取得绝对收益-2.70%，跑输申万计算机指数 0.34 个百

分点，下周我们的组合调整为广联达、广电运通、航天信息和蓝盾股份，

权重各为 25%。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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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基本资料  占比% 
 
股票家数 196 5.56% 

重点公司家数 - - 

行业市值 18712.4亿元 3.48% 

流通市值 11898.67亿元 3.1% 

行业平均市盈率 40.01 / 

市场平均市盈率 15.40 /  

 

行业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相关行业报告 

  
1、《互联网金融周报（20180625-20180701）：加强对

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发布多项专利》

2018-07-02 

2、《计算机行业报告：奇点将至，静观其变》2018-07-02 

3、《互联网金融周报（20180619-2018624）：监管风

险犹存，关注巨头布局及优质个股》2018-06-25 

4、《计算机行业周报（0619-0624）：弱市环境下警惕

质押风险，布局优质个股》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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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 

本周计算机板块（申万）下跌 0.85%，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37 个百分点，跑赢中小

板指数 1.16 个百分点，跑赢创业板指数 0.90 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板块（申万）中

表现较好。我们认为本周计算机行业受宏观因素影响减弱，后续中报业绩将成为三季

度板块行情的重要催化因素。在细分行业方面，我们推荐关注云计算、AI 及网络安

全等领域。 

第二届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发布多项研究成果，AI 领域再添重要里程碑。7 月 4 日，

在第二届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带来了多

项 AI 领域的新进展。首先，是百度一直专注的无人驾驶领域，宣布将正式量产 L4 级

无人驾驶巴士“阿波龙”。其次，百度正式发布百度大脑 3.0，包括计算、平台、生

态的全栈布局。最后，百度还推出了中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昆

仑”是中国在大规模 AI 运算实践中催生出的芯片，基于百度 8 年的 CPU、GPU 和

FPGA 的 AI 加速器的研发，20 多次迭代而生，是中国 AI 芯片的又一里程碑。 

我们重点推荐关注云计算、AI 及网络安全的投资机会。云计算行业是目前在政策端

及基本面都具备支撑作用的细分板块，近期，云安全更是被正式纳入网络安全中。我

们认为在企业上云政策推进、云计算及 AI 等技术融合创新的环境下，整个云计算产

业链都会保持继续向上的趋势。7 月 4 日，阿里云 ET 城市大脑发布大规模视觉计算

平台“天擎”。这是继天曜、天鹰、天机后，ET 城市大脑的第四款 AI 视觉产品，能

够支持大规模、高并发的视频实时分析需求。最值得关注的是，“天擎”拥有超强性

能，能用 1 分钟把 16 小时视频翻译成二进制语言。可以看到，各大巨头在 AI+云计

算领域都有着重大突破，也进一步促进整体行业的发展。具体标的推荐关注广联达

（002410.SZ）、广电运通（002152.SZ）、航天信息（600271.SH）及蓝盾股份

（300297.SZ）。 

2. 投资策略及组合 

本周我们的投资组合取得绝对收益-2.70%，跑输申万计算机指数 0.34 个百分点，下

周我们的组合调整为广联达、广电运通、航天信息和蓝盾股份，权重各为 25%。 
 

表  1: 上周投资组合收益情况 

证券简称 权重 上周绝对收益（%） 上周相对收益（%） 

计算机指数（申万） 100% -2.36 / 

广联达 25% -2.63 -0.27 

广电运通 25% -3.74 -1.38 

航天信息 25% -1.86 0.5 

蓝盾股份 25% -2.59 -0.23 

投资组合 100% -2.70 -0.35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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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回顾 

3.1 板块表现 

本周计算机板块（申万）下跌 2.36%，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79 个百分点，跑赢中小

板指数 2.51 个百分点，跑赢创业板指数 1.71 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板块（申万）中

表现一般。其他板块方面，本周 SW 国防军工表现最好，列涨幅榜第一，采掘板块

表现较好，位列涨幅榜末位。 
 

图  1: 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周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公司表现 

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降 4.15%，中小板指数下降 4.87%，创业板指数下降 4.07%。

板块内 204 只股票除了 9 只停牌以外，共有 45 只股票上涨，其余 150 只股票下跌。

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荣科科技（30.61%）、思维列控(22.99%)、顶点软件（9.63%）、

湘邮科技（8.99%）、中海达（8.69%），涨幅后五的公司分别是：索菱股份（-31.48%）、

捷顺科技（-16.49）、捷成股份（-13.32%）、科蓝软件（-13.30%）、长亮科技（-12.86%）。 
 

表  2: 计算机板块（申万）个股本周涨跌幅前 10 名 

周涨幅前 10 名 周跌幅前 10 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300290.SZ 荣科科技 30.6094 002766.SZ 索菱股份 -31.4815 

603508.SH 思维列控 22.9909 002609.SZ 捷顺科技 -16.4916 

603383.SH 顶点软件 9.6340 300182.SZ 捷成股份 -13.3245 

600476.SH 湘邮科技 8.9881 300663.SZ 科蓝软件 -13.3010 

300177.SZ 中海达 8.6923 300348.SZ 长亮科技 -12.8556 

300339.SZ 润和软件 7.9190 300609.SZ 汇纳科技 -12.3025 

300559.SZ 佳发教育 7.8036 300678.SZ 中科信息 -12.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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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36.SH 中国软件 7.5358 002072.SZ 凯瑞德 -11.7037 

002065.SZ 东华软件 7.3256 300469.SZ 信息发展 -11.4337 

300454.SZ 深信服 7.3117 300552.SZ 万集科技 -10.5556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 行业新闻 

美芯片巨头中国禁售!（捷配电子市场） 

最新消息。福州晋华官方发布消息，因美光自有品牌产品涉嫌侵害晋华专利，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美国芯片巨头美光发出“诉中禁令”，法院裁定美光半导体销售（上

海）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进口十余款 Crucial 英睿达固态硬盘、内存条及相关芯

片，并删除其网站中关于上述产品的宣传广告、购买链接等信息。同时裁定美光半导

体（西安）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进口数款内存条产品。 

美光称尚未收到中国芯片销售临时禁令(Wind) 

新浪报道，美国芯片厂商美光周二表示，尚未收到竞争对手台联电早些时候提到的在

中国大陆销售芯片的临时禁令。美光在声明中称：“美光尚未收到台联电和福建晋华

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在 7 月 3 日声明中提到的初步禁令。‖美光表示，在评估来自福州

中级人民法院的文件之前，该公司不会对此置评。 

阿里回应推迟 CDR 发行：只要条件允许就回来，态度从没变过（澎湃新闻） 

7 月 2 日，针对―阿里巴巴推迟原定 7 月申请中国存托凭证（CDR）发行的计划‖的消

息，阿里巴巴方面（NYSE：BABA）对澎湃新闻回应称：―我们从在美国上市第一天

起就说过，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回来，我们的这一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针对今天

市场的传闻，我们没有更多细节可以评论。‖ 

百度发布 AI 芯片“昆仑”（环球网） 

7 月 4 日，在第二届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Baidu Create 2018)上，百度创始人、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除了正式量产 L4 级无人驾驶巴士

―阿波龙‖之外，李彦宏正式发布百度大脑 3.0，包括计算、平台、生态的全栈布局。

同时，百度推出了中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 

“昆仑”是中国在大规模 AI 运算实践中催生出的芯片，基于百度 8 年的 CPU、GPU

和 FPGA 的 AI 加速器的研发，20 多次迭代而生，是中国 AI 芯片的又一里程碑。 

阿里云 ET 城市大脑发布“天擎” 系统（雷锋网） 

7 月 4 日，阿里云 ET 城市大脑发布大规模视觉计算平台―天擎‖——这是继天曜、天

鹰、天机后，ET 城市大脑的第四款 AI 视觉产品，能够支持大规模、高并发的视频实

时分析需求。最值得关注的是，―天擎‖拥有超强性能，能用 1 分钟把 16 小时视频翻

译成二进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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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机器智能实验室副主任、ET 城市大脑视觉智能负责人华先胜博士介绍：‖‗天

擎‘不仅具有稳定实时处理万路级别视频的能力，还可以让视频分析的速度千倍加速，

处理 16 小时视频仅用 1 分钟，随后系统就可以进行检索，例如识别行人、车辆等，

大大提高响应速度。‖ 

5. 公司动态 

【金溢科技】ETC 移动充值终端可接入微信等支付通道 

全景网 7 月 4 日讯 关于 ETC 移动充值终端可接入的支付通道，金溢科技（002869）

周二在全景网互动平台介绍，公司推出的蓝牙读写卡器，可支持 ETC 用户在线圈存

的 ETC 移动充值终端，它与移动应用配合，可为 ETC 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 ETC 储

值卡在线充值服务。用户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签约支付渠道，可接入微信、支付宝、

银联等多种支付通道。 

金溢科技主营专用短程通信（DSRC）、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在智能交通射频

识别与电子支付行业的应用开发、产品创新与推广。 

【中孚信息】公司安全产品为青岛上合峰会提供保障 

中孚信息(300659)在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上透露，公司的相关安全产品应用到了青

岛上合峰会的安全保障中，为上合峰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 

【中孚信息】公司参与了上合组织峰会的服务工作 

7 月 1 日，中孚信息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参与了上合组织峰会的服务工作，公司相

关的安全产品应用到了大会安全保障中，为上合峰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得到有关

部门的肯定。 

【赛意信息】力争到 2020 年公司市值达 100 亿元 

赛意信息董事长张成康在做客证券时报·e 公司微访谈时表示，关于未来 3-5 年的中期

战略规划，公司将围绕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战略重点，不断推出契合互联网时代

的企业信息化、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力争到 2020 年共获得 100 个百亿级大客户，

赛意信息市值达到 100 亿元。除了自身原生成长外，还会借助资本的力量，加强外延

并购和整合，不断加强核心竞争力。 

【御银股份】建行无人银行里有公司产品 

御银股份（002177）周一在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介绍，为积极响应国内各大银行

智慧网点改造的需求，公司围绕智慧银行解决方案做了如人工智能设备、生物识别技

术等多方面的技术储备，以满足银行网点改造的智能化、无人化等需求，目前建行的

无人银行里有公司的产品。 

【御银股份】产品应用于建行无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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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银股份（002177）7 月 2 日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围绕智慧银行解决方案做了

如人工智能设备、生物识别技术等多方面的技术储备，以满足银行网点改造的智能化、

无人化等需求，目前建行的无人银行应用公司的产品。 

【科大讯飞】华为、Vivo、oppo 等采用公司智能语音技术 

科大讯飞（002230）7 月 5 日晚间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芯片相关业务主要是智

能语音嵌入式应用的解决方案，与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人工智能语音芯片应

用，目前主要是应用芯片，不设计芯片。 

公司称，华为、Vivo、oppo 等手机厂商均使用了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技术。 

【科大讯飞】华为 vivo 等手机厂商均使用公司智能语音技术 

科大讯飞（002230）周四在全景网互动平台介绍，华为、vivo、OPPO 等手机厂商

均使用了公司智能语音技术。 

科大讯飞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语音及语言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开发、语音信息

服务及电子政务系统集成的国家级骨干软件企业。 

【思特奇】一直深度参与中国联通业务，5G 也不例外。 

思特奇在互动平台表示，中国联通一直是公司的最重要客户之一，从 2G 到 4G，公

司一直深度参与中国联通的业务，5G 也不会例外。 

【彩讯股份】旗下分销平台接入了京东商城和拼多多 

彩讯股份(300634)7 月 3 日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子公司深圳腾畅研发的电商导购分

销平台―流米客‖，接入了京东商城和拼多多，通过发放商品优惠券和商品推广来吸引

用户成交。 

【合众思壮】射频芯片有机会应用于 5G 领域 

7 月 4 日，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询问合众思壮（002383）的射频芯片是否适用于

5G 领域。公司回复称，射频芯片是高精度导航定位芯片，5G 通信对高精度和时间同

步有更高的需求，未来有应用的机会。 

此外，公司还表示，公司板卡产品主要结合自主研发高精度产品应用，目前不作为独

立的业务核算，可参考高精度业务占比。随着高精度产品在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的

规模化应用，才会考虑进行相关业务的独立核算。 

【东华软件】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尚在申请审批中 

东华软件(002065)7 月 3 日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尚在申请审批

中。 

6. 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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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徐子泉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64,351,4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3.57%，本次合计补充质押股份6,50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75%，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5%。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徐子泉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425,632,401 股，占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49.2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53%。 

【科蓝软件】关于 5%以上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有公司股份 12,130,2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1%）的股东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115,37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收到

持股 5%以上股东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兆富‖）出具

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长亮科技】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亮科技”）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以及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设立合伙企业并受让上海

明大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王长春先生分别出资 5,400

万元、6,600 万元，共同设立深圳市长亮保明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保明投资‖），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王长春先生作为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

伙人。同时，公司拟以 6,1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新设立的合伙企业转让上海明大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明大”）100%的股权。 

【科创信息】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关于公司章

程修正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2018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披露《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9），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92,945,999 股变更为 158,008,198 股。 

公司现已根据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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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关于公司个别高管接受刑事传唤的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获

悉，公司高级副总裁廖章勇、副总裁沈志伟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于 7 月 6

日上午接受公安机关刑事传唤。后续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目前公司已经安排相关人员接管上述高管人员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朗新科技】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根据公司日常业务的需要，公司拟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2 亿元的综合

授信，授信期限为上述事项审批通过及授信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授信额度最终以银

行实际审批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

授信额度及有效期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威创股份】关于筹划收购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深圳市小橙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小橙堡”或“目标公司”）的 100%股权。2018 年 7 月 5 日，公司就上述事项

与深圳市聚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小橙堡文化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耿

军签署了《关于小橙堡收购项目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本次收购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达实智能】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 年 2 月 28 日召开

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8-020）。 

截至本次回购实施完毕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19,318,322 股，占回购股份方

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 1.00%，最高成交价为 5.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95 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99,996,178.85 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额、股份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1,921,477,551 股减少至 1,902,159,229 股 

【中孚信息】关于受让南京孚芯科技有限公司 55%股权及后续安排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南京孚芯科技有限公司 55%股权及后续安排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受让控股股东魏东晓持有的南京孚芯科技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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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南京孚芯‖）55%的股权，且待股权转让完成后授权南京孚芯全权办理与后续

购买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全部事宜。具体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9 日、5 月 9 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受让南京孚芯科技有限公司 55%

股权及后续安排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18-045、2018-063）。 

【立思辰】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付息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7 立思 01‖、―本期债券‖，债券代码：112541）。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7 月 6 日，将于 2018 年 7 月 9 日支付 2017 年 7

月 7 日至 2018 年 7 月 6 日期间的利息 7.45 元(含税)/张。 

【佳都科技】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

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061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

的要求，公司需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公司在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

见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截至目前，公司和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

进行反馈意见的答复工作。鉴于反馈意见涉及的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落实，预计无法

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意见。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回复工作，公

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前上报反馈意见书面回复并予

以披露。 

【汉得信息】关于投资设立上海汉得甄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6 月 15 日，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得信息‖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宁波象保合作区甄智领先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宁波象保合

作区甄智领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甄智领先‖）合计投资 1000 万

人民币设立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公司认缴出资 8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甄智领先认缴出资 200 万元，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0%。合资公司设立后，将专注于企业级私有云产品的研发，

为企业设计和搭建私有云平台，并提供企业私有云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及运营维护服

务。 

【飞利信】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35,273,80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7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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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派 0.513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天泽信息】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4 月 24 日，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信息‖或―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资

并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江

信息‖或―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并同意为其提供

总额不超过 2 亿元的担保，担保方式为一般或连带责任保证。本次融资及担保的有效

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25 日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资并对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联络互动】关于出售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2018 年 5 月 1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适时出售 Qudian.Inc 股票资产的议案》、《关于适时出售 Razer.Inc 

股票资产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适时出售持有 Qudian.Inc、Razer.Inc 的股份。

具体减持数量、时间将根据市场情况、交易环境决定。 

【恒银金融】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银金融‖）拟向控股股东恒融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融投资‖）购买其位于天津市空港经济区西八道 30 号（7）

幢，6,022.30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房地证津字第

11503150091 号的房产。本次交易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8,048,526.00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形； 

【海兰信】关于实施回购公司股份暨进展公告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股份预案的议

案》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激励员工预案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3 月 6 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激励员工的报告书》。

公司计划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以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 22 元/

股的回购价格，自筹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1 亿元，回购并注销公司股票，预计可回

购股份数量为 227.2727 万股至 454.5454 万股以上，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

约 0.63%至 1.25%以上；并以不超过人民币 22 元/股的回购价格，自筹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1 亿元，回购公司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预计可回购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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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136.3636 万股至 454.5454 万股以上，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约 0.38%

至 1.25%以上。 

【先进数通】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州先进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先进数通‖）

提供担保，担保的内容为广州先进数通对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和思科（中

国）有限公司的债务，担保额度为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一年累计不超过

人民币 50,000 万元；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林鸿先生在审议通过的议案范围内决定担保

的相关事宜。 

【二三四五】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 年 7 月 6 日，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因

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主合

同项下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保证期间自动终止。 

【千方科技】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解除质押股数 2,020,000 股，质押开始日期

2017-7-04，解除质押日期 2018-7-04，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45%。 

【天夏智慧】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163,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1%，最高成交价为 12.1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9.31 元/股，支付总金额

1,999,583.73。 

【南天信息】关于受让云南红岭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有股东部分股份的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每股人民币 9.38 元/股，受让徐涛持有的红

岭云 465,000 股股份票，合计金额 4,361,700 元；受让曾健昆持有的红岭云 155,000

股股份票，合计金额 1,453,900 元。 

【数据港】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钥信信息自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计划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总数不超过 4,211,730 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钥信信息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数据港股份 2,105,389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1%。 

【三泰控股】关于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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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期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公司股票价格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公司认为若继续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计划，

经审慎研究后公司拟终止激励计划。 

【雄帝科技】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谭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767,8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70%）

计划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0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本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股份，将于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

后的 3 个月内进行，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新大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以自有资金向

控股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商小贷‖）进行增资。本

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31,250 万元，其中公司以债转股方式增资 18,750 万元，剩余

12,500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缴足。本次增资完成后，网商小贷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 18,750 万元增加至 50,000 万元，公司将持有网商小贷 92.50%的股权。 

【恒为科技】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为科技”）与嘉兴欧忻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欧忻”）、嘉兴容江二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容江二号”）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南京云

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新子公司”）。 

新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恒为科技出资 5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博思软件】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肖勇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463,5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4%，累

计质押股份2,301,94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1.57%，占公司总股本的1.78%。 

公司股东陈航先生、肖勇先生、余双兴先生、郑升尉先生、叶章明先生、林初可先生、

黄春玉女士为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日，上述 7 位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44,370,2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2%，累计质押股份 28,121,940 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63.38%，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9%。 

【京天利】关于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

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不超过人民币

叁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流动性高的理财产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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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关于投资设立用友企业云服务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暨对外投资的公

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作为有限合伙人，并与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用友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产投”）作为普通合伙人，

拟发起设立用友企业云服务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备案的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本合伙企业”）。公司拟认缴 2 亿元人民币

合伙份额。 

【方直科技】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06 月 29 日收到深圳

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拨付的 2018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关键环节提升扶持计划

项目补助资金人民币 254 万元，补助形式为现金补助，截至本公告日，补助资金已全

部到账。 

【聚龙股份】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布了《聚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公司以自有

资金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与北京人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人银‖）、上

海秦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雄帝科技】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谭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767,8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70%）

计划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0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本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股份，将于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

后的 3 个月内进行，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广联达】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7 月 4 日，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5%以上股东涂

建华先生的通知，其在 2013 年 2 月 18 日至 2018 年 7 月 4 日期间，因股份减持及

股权激励增发股份被动稀释等原因，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已累计减少 5.0003%。 

【思特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以及经营发展的需要，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易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以下简称“成都易信”）。成都易信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拥有 100%

股权，未来将承担公司研发、大数据运营、5G 互联网等领域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

发推广等工作。 

【川大智胜】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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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中电科新型智慧

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标通知书》，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中标“交通违法

及事故检测项目—高快速路包”标段。公司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9,904.82 万元。 

【汇金股份】关于获得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公告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颁发的《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任子行】关于与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8 年 6 月 30 日，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子行‖或―公司‖）与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下简称―海南省工信厅‖）签署了《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推动落实“百亿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集群”项目工作，海南省工信厅与公司双

方本着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在网络内容与行为审计和网络信息解

决方案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经友好协商，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润和软件】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9,140.84 万

元—10,446.6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盈利：8,901.91 万元—10,050.5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75%。 

【中海达】关于公司牵头设立广东省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暨召开成

立大会的公告 

经广东省科技厅批准，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牵头设立广东省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并于

2018 年 07 月 06 日在中国广州市番禺区天安科技园总部中心 13 号大楼召开成立大

会。 

7.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低于预期；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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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