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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把握反弹窗口期，布局三季报高景气板块 
计算机行业收入稳定增长，净利润三季度增长放缓。计算机行业三季报营
收同比增长 27.17%，净利润同比增长 13.37%。子行业表现方面，B2B、
税务信息化、云计算领域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速最快，车联网、自主可控和
金融机具板块业绩承压。随着三季报的披露和风险偏好的提升，短期内业
绩高增长，行业高景气度的公司或具备最佳反弹动能。近日，卫健委发布
《关于印发公立医院开展网络支付业：务指导意见的通知》，互联网医疗建
设迎来催化剂，领导人重申人工智能发展重要意义，建议重点关注行业景
气度高的云计算、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金融 IT 龙头标的。 
 
子行业观点 
云计算：IBM 以 340 亿美元收购开源软件公司红帽（Red Hat）。根据两家
公司的联合声明，IBM 将支付现金，以每股 190 美元的价格购买红帽所有
股票，这比公告日前红帽收盘价每股 116.68 美元溢价 63%。红帽的技术
与商业价值对 IBM 而言是很好的补充。Garter 预计到 2020 年时，全球云
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 4114 亿美元。建议关注云计算标的用友网络、广联
达等。 
 
重点公司及动态 
1) 顺利办：股价低位，三季报业绩超预期，人力资本业务高速增长。 
2) 佳发教育：三季报营收增长 138%，业绩增长 95%，扣非后业绩增长
114%，实现高速增长。 
3) 宝信软件：三季报营收增长 20%，业绩增长 60%，超市场预期。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的风险；金融去杠杆带来的信用紧缩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对于经济贸易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科创信息 300730.SZ 33.19 

苏州科达 603660.SH 30.85 

中科信息 300678.SZ 24.39 

拓尔思 300229.SZ 22.58 

恒为科技 603496.SH 20.41 

深信服 300454.SZ 20.01 

万达信息 300168.SZ 17.85 

中孚信息 300659.SZ 17.69 

易联众 300096.SZ 16.79 

熙菱信息 300588.SZ 16.12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维宏股份 300508.SZ (11.45) 

启明信息 002232.SZ (3.96) 

天夏智慧 000662.SZ (2.26) 

创业软件 300451.SZ (2.14) 

大豪科技 603025.SH (1.81) 

天泽信息 300209.SZ (1.76) 

高升控股 000971.SZ (0.54) 

朗科科技 300042.SZ (0.21) 

万集科技 300552.SZ (0.13) 

先进数通 300541.SZ 0.15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11 月 02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证券名称 (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顺利办 000606.SZ 买入 6.61 7.40~9.25 0.08 0.59 0.49 0.63 82.63 11.20 13.49 10.49 

佳发教育 300559.SZ 买入 38.97 42.80~48.15 0.52 1.07 1.46 1.93 74.94 36.42 26.69 20.19 

宝信软件 600845.SH 增持 22.84 28.56~30.60 0.54 0.68 0.89 1.10 42.30 33.59 25.66 20.76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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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67%，中小板指数上涨 5.78%，创业板指数上涨 6.74%，计算
机（中信）指数上周 7.21%。计算机（中信）板块 PE(TTM)为 47 倍（2010 年以来历史
平均 PE（TTM）54 倍）。上周 wind 全 A 交易额同比上升 4.35%，计算机板块交易额上升
4.62%。上周市场回暖，风险偏好提升。政策暖风频吹，近期包括央行、银保监会、证监
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上交所和深交所等纷纷表态，鼓励资金参与纾困化解上市公司流动
性风险。10 月 31 日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刺激人工智能板块和计算机行业强力反弹。 

 

上周三季报披露完毕，计算机行业收入稳定增长，净利润三季度增长放缓。198 家计算机
行业上市公司总计实现营业收入 3066.34 亿元，上年同期为 2411.28 亿元，同比增长
27.17%；实现净利润 215.10 亿元，上年同期为 189.74 亿元，同比增长 13.37%。2018

年 Q3 实现净利润 84.29 亿元，同比增长 5.79%，单季度增长放缓。净利润正增长的公司
占全行业的 65%，其中增速大于 0 小于 50%的公司数量最多，占全行业的 40%。子行业
表现方面，B2B、税务信息化、云计算领域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速最快，车联网、自主可控
和金融机具板块业绩承压。 

 

图表1： 计算机行业 2018 三季报净利润增速分布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 计算机子行业 2018 三季报净利润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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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季报的披露和风险偏好的提升，短期内业绩高增长，行业高景气度的公司或具备最

佳反弹动能。近日，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公立医院开展网络支付业：务指导意见的通知》，

互联网医疗建设迎来催化剂，领导人重申人工智能发展重要意义，建议重点关注行业景气

度高的云计算、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金融 IT 龙头标的，中长期持续看好云计算、自

主可控、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方向。 

 

云计算 

IBM 以 340 亿美元收购开源软件公司红帽（Red Hat）（新闻来源：华尔街见闻 10-29） 

根据两家公司的联合声明，IBM 将支付现金，以每股 190 美元的价格购买红帽所有股票，

这比公告日前红帽收盘价每股 116.68 美元溢价 63%。本次收购红帽是 IBM 迄今为止最大

规模的一次收购交易，在美国科技圈内也是金额第三高的交易。除了 AOL 和 Time Warner

的并购，美国科技产业的前两大收购交易分别是戴尔 670 亿美元并购 EMC，以及 JDS 

Uniphase 在 2000 年以 410 亿美元收购光学元件供应商 SDL。 

 

红帽成立于 1993 年，创始人是 Bob Young 。1994 年，一个名为 Marc Ewing 的人创建

了 Linux 发行版，名字叫红帽 Linux。Young 在 1995 年收购了 Ewing 的企业，两者合并

成为红帽软件公司，由 Young 担任首席执行官 (CEO)。1999 年 8 月，红帽公司上市，实

现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八大首日涨幅。目前红帽公司已经成长为世界领先的企业级开源 

IT 解决方案提供商，被列为纽交所 500 强企业，在全球 35 个国家有 95 家办公室，上一

财年营收为 29.2 亿美元，利润为 2.59 亿美元。开源是今年科技圈内的最大主题。在 IBM

收购红帽之前，今年还出现了两笔大规模的科技收购交易，分别是微软以 75 亿美元收购

GitHub，以及 Salesforce 以 65 亿美元收购 MuleSoft。 

 

红帽的技术与商业价值对 IBM 而言是很好的补充。IBM 在上世纪 90 年代经历转型改革后

重获生机，其大型机业务也一度恢复存活至今。此后 IBM 并未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时代抓

住机遇，其个人电脑、服务器业务先后出售给联想。可以说，20 年间 IBM 一直在“断臂

求生”，一直在寻求转型，其不断减轻硬件业务分量，将主营边际朝着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安全与现代 IT 服务这些活力产业调整。IBM 当前核心竞争价值在于现代 IT 解决

方案，而云计算业务作为前者的附加项是当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建类目。亚马逊的

先入为主，微软的生产力云，谷歌的训练与框架优势，这些 IBM 曾近的“学徒”们如今各

自依托独有的技术或商业优势高筑壁垒，牢牢割据着全球云计算市场主要份额。IBM 缺乏

的是足够与之对等的核心竞争价值。而红帽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价值。IBM 认为，如今大多

数企业的云计算建设进程只有 20%，它们往往仅租用计算能力来削减成本；而接下来的

80%是有关释放实际业务价值和推动企业增长的作用，这是云的下一篇章。IBM 董事长、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睿兰说：“收购 Red Hat 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方式。它改变了有关

云市场的一切。”红帽给 IBM 带来的此种自信在于二者业务的高度契合以及云团队的强强

联手。红帽拥有数量可观的 Linux 企业用户，这为 IBM 企业级市场、专有领域业务扩张带

来了现成的好处。另外鉴于红帽在开源社区的影响力以及 25 年的组织沉淀，那支战斗力

强劲的红帽人软件研发队伍的加盟对于系统/平台层级开发实力不足的 IBM 而言更甚如虎

添翼。 

 

Gartner 发布的《全球公共云市场份额报告(2017 年)》显示，全球云计算市场持续呈现高

速发展态势，2017 全年公共云服务市场规模达 26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5%。其中，

亚马逊、微软、谷歌、IBM 分别占有全球云市场份额的 47.1%、10%、3.95%和 2.77%。

云服务强劲发展势头有望在未来 5 到 7 年内仍将继续，并预计到 2020 年时，全球云

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 4114 亿美元。建议关注云计算标的用友网络、广联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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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概览 
图表3： 重点公司一览表  

  11 月 02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证券名称 (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天源迪科 300047.SZ 增持 12.99 14.58~15.12 0.39 0.54 0.74 1.00 33.31 24.06 17.55 12.99 

中国长城 000066.SZ 买入 5.31 8.25~9.00 0.20 0.29 0.29 0.40 26.55 18.31 18.31 13.28 

千方科技 002373.SZ 买入 12.90 14.75~16.52 0.25 0.59 0.78 0.98 51.60 21.86 16.54 13.16 

景嘉微 300474.SZ 买入 39.93 ~ 0.44 0.54 0.72 0.91 90.75 73.94 55.46 43.88 

多伦科技 603528.SH 买入 6.29 8.64~9.84 0.16 0.24 0.31 0.41 39.31 26.21 20.29 15.34 

恒生电子 600570.SH 买入 50.73 49.60~55.80 0.76 0.98 1.24 1.62 66.75 51.77 40.91 31.31 

广联达 002410.SZ 买入 26.52 ~ 0.42 0.46 0.56 0.72 63.14 57.65 47.36 36.83 

超图软件 300036.SZ 买入 20.30 26.70~29.80 0.44 0.62 0.85 1.11 46.14 32.74 23.88 18.29 

科大讯飞 002230.SZ 买入 24.75 ~ 0.31 0.27 0.41 0.64 79.84 91.67 60.37 38.67 

东软集团 600718.SH 买入 10.84 15.75~18.00 0.85 0.45 0.60 0.73 12.75 24.09 18.07 14.85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 重点公司最新观点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最新观点 

000606.SZ 顺利办 公司前三季度营收增长 56%，归母净利润增长 701%，符合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5.59 亿，同比增长 56.36%，同口径对比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85.83%；实现归

母净利润 3.15 亿，同比增长 701%；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24 亿，同比增长 296.46%。其中 Q3 单季实现营收 2.29 亿，同

比增长 73.61%；归母净利润 2.55 亿，同比增长 1944.60%；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7890.37 万元，同比增长 612.73%。基本

符合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分别为 0.59、0.49、0.63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顺利办(000606,买入): 业务拐点，估值底部 

300559.SZ 佳发教育 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109.98%，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109.62%，符合预期 

佳发教育发布 2018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1.64 亿元，同比增长 109.98%；归母净利润 4927 万元，同比增长

109.62%。扣非归母净利润 4904 万元，同比增长 129.22%，业绩符合预期。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1.07 元、1.46

元、1.93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佳发教育(300559,买入): 考务设备换代+新高考驱动高增长 

600845.SH 宝信软件 公司 2018H1 营收同比增长 18%，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44.5%，略超预期 

宝信软件发布 2018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24.13 亿，同比增长 18%；归母净利润 2.96 亿，同比增长 44.5%；扣

非后归母净利 2.62 亿，同比增长 39.61%；实现净经营性现金流入 3.31 亿，同比下滑 50.96%，下滑幅度较大主要系今年

上半年客户使用票据支付结算金额同比增加以及去年同期收中国移动 IDC 二期项目预收款 2 亿所致。其中，Q2 单季营收同

比增长 27.45%，高于 Q1 单季 7.05%的营收增速；Q2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1.60%。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68、

0.89、1.10 元，公司中报业绩略超市场预期，维持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宝信软件(600845,增持): 业绩略超预期，IDC 业务高速增长 

300047.SZ 天源迪科 公司业绩持续高增，看好 AI 大数据发展 

10 月 22 日晚，公司发布 2018 年三季报。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29 亿元，同比增长 20.50%；实现归母

净利润 7822.73 万元，同比增长 136.50%，接近业绩预告上限。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7.47 亿元，同比增长 18.05%，

实现净利润 3986.50 万元，同比增长 82.31%。报告期内，公司在金融、公安、电信等行业发展良好，预计公司 18-20 年

EPS 为 0.54/0.74/1.00 元，维持“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天源迪科(300047,增持): 业绩高增长，AI 大数据持续推进 

000066.SZ 中国长城 公司 2018H1 营收下滑 8.08%，归母净利润下滑 7.59%，业绩低于预期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41.37 亿，同比下滑 8.08%；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51 亿，同比下滑 7.59%；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亏损 970.29 万元，同比下滑 104.4%。扣非后业绩低于预期。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东方证券投资收益 2.04 亿及政府补助

收益 0.57 亿。分业务来看，2018H1 公司高新电子收入 15.38 亿，同比下滑 14.70%；信息安全整机及解决方案收入 6.85

亿，同比下滑 27.15%；电源产品收入 13.99 亿，增速 5.75%；园区及物业服务收入 2979.58 万元，增速 4.58%。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29 元、0.29 元、0.40 元，鉴于公司在党政办公自主可控潜在国产 CPU 龙头地位，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中国长城(000066,买入): 军工及金融拖累业绩低于预期 

002373.SZ 千方科技 公司半年报营收同比增长 49.94%，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53.02%，符合预期 

千方科技发布 2018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28.75亿元，同比增长 49.94%；归母净利润 2.87亿元，同比增长 53.02%。

扣非归母净利润 2.29 亿元，同比增长 119.69%，业绩符合预期。公司预计 1-9 月归母净利润 4.8 亿元~5.3 亿元，同比增长

53.05%~68.99%。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59 元、0.78 元、0.98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千方科技(002373,买入): 智慧交通+安防协同发展、增长稳健 

300474.SZ 景嘉微 公司 2018 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34%，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11.80% 

景嘉微发布 2018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营收 1.91 亿元，同比增长 12.34%；归母净利润 0.62 亿元，同比上升 11.80%，业

绩符合此前中报预告区间。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54 元、0.72 元和 0.91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景嘉微(300474,买入): 主业平稳增长，芯片项目进展顺利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81e6e601-7201-4662-9851-715f3ff55c92.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5ff081d3-a5e8-4182-add3-3d25005398a3.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b2e178d6-ac8d-4cf0-861f-3de0d04c2d6e.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8738d1f0-c090-48c7-b512-8721f0f1566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f901d7fa-d988-4fa7-a56e-c327438ee75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c5db2122-4e45-4af5-87ae-06b5855e21dd.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5c09a297-56c1-4435-86f8-adad41d15e7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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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528.SH 多伦科技 公司 2018H1 营收同比增长 5.4%，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16.32%，符合预期 

多伦科技发布 2018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2.8 亿元，同比增长 5.4%；归母净利润 7656 万元，同比增长 16.32%。

扣非归母净利润 7099 万元，同比增长 11.99%，业绩符合预期。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24、0.31、0.41 元，维

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多伦科技(603528,买入): 主业稳中向好，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600570.SH 恒生电子 公司 2018 三季报营收增长 19%，业绩增长 24%，略低于市场预期  

恒生电子 2018 年前三季度营收实现 19.63 亿，同比增长 18.93%；归母净利润 3.61 亿元，同比增长 24.42%；扣非后归母

净利润为 2.33 亿，同比增长 36.59%。其中，Q3 单季营收同比增长 5.57%，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1.54%。公司三季报业绩

略低于市场预期，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为 0.98 元、1.24 元、1.62 元，鉴于公司的龙头地位，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恒生电子(600570,买入): 静待市场回暖及政策红利释放 

002410.SZ 广联达 公司 2018 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15%，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3.55% 

广联达发布 2018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营收 10.72 亿元，同比增长 17.15%；归母净利 1.47 亿元，同比上升 3.55%；扣非

后归母净利 1.32 亿元，同比下降 0.97%，业绩数据整体上符合此前业绩预告区间。公司预计 2018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为 2.58 亿元~4.01 亿元，同比增长-10%~40%。我们认为，与可比公司相比，当前 PE 估值水平相对较低，维持“买入”评

级。 

  点击下载全文：广联达(002410,买入): 造价业务超预期，云转型增长可期 

300036.SZ 超图软件 半年报营收、净利、扣非净利均维持高速增长 

超图软件上半年营收 5.53 亿元，同比增长 37.21%；归母净利润 3949 万元，同比增长 51.78%；扣非后净利润 3240 万元，

同比增长 58.4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42 亿元，同比减少 69.61%，主要业绩指标符合预期。我们维持此前盈

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8-20 年 EPS 为 0.62，0.85，1.11 元，上调公司 2018 年 PE 估值为 43~48 倍，目标价 26.7~29.8 元，

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超图软件(300036,买入): 国土信息化需求助推业绩持续增长 

002230.SZ 科大讯飞 上半年营业收入、毛利实现高速增长，扣非净利润大幅下滑 

科大讯飞发布 2018 年中报，公司上半年营收 32.1 亿元，同比增 52.68%；毛利 16.02 亿元，同比增 56.02%；归母净利 1.31

亿元，同比增 21.74%；实现扣非净利润 0.2 亿元，同比降 74.39%。公司预计前三季归母净利 1.69 亿元~2.53 亿元，同比

增 0%~50%，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分别为 0.27 元、0.41 元和 0.64 元，公司业绩整体上符合预期，其中，营

收保持较高增速，净利润受研发投入加大和教育项目回款周期影响增速相对较慢，下半年随着教育项目回款，人员增幅下降，

业绩有望进一步提升。 

  点击下载全文：科大讯飞(002230,买入): 平台+赛道快速推进业绩发力在即 

600718.SH 东软集团 基于产业角度对公司进行分部情景估值探讨，维持买入评级 

本报告参考产业资本层面的估值方法，对东软集团进行分部估值的情景探讨，由此得出公司情景估值在 234 亿-270 亿元之

间。同时，我们根据可比公司法，调整公司目标价区间至 15.75-18.00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东软集团(600718,买入): 创新业务梳理及估值再探讨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5： 建议关注公司一览表  

 11 月 02 日 朝阳永续一致预期 EPS (元) P/E (倍) 

证券名称 (代码) 收盘价 (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卫宁健康 300253.SZ 13.51 0.14 0.20 0.27 0.37 96.50 67.55 50.04 36.51 

思创医惠 300078.SZ 10.08 0.16 0.27 0.35 0.45 63.00 37.33 28.80 22.40 

创业软件 300451.SZ 19.25 0.34 0.47 0.60 0.76 56.62 40.96 32.08 25.33 

东华软件 002065.SZ 7.54 0.21 0.31 0.38 0.47 35.90 24.32 19.84 16.04 

浪潮信息 000977.SZ 19.51 0.33 0.49 0.74 1.23 59.12 39.82 26.36 15.86 

用友网络 600588.SH 25.45 0.20 0.34 0.47 0.63 127.25 74.85 54.15 40.40 

中科曙光 603019.SH 44.54 0.48 0.72 1.15 1.71 92.79 61.86 38.73 26.05 

深信服 300454.SZ 83.89 1.42 1.65 2.17 2.85 59.08 50.84 38.66 29.44  

资料来源：朝阳永续、华泰证券研究所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7184aa06-2f8e-4270-ad21-36377a3b5b4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8d2084f6-ddba-4100-87cc-8bb7c8e27ad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17c029d3-b10d-4bc6-a4a7-5da441567c11.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361da4cd-459f-43f8-98ee-3dae99a214d0.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f3afd25e-7deb-45c6-b529-e62270c0128f.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6/ad568f68-04cb-45b4-93a0-69cb7848b9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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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图表6： 行业新闻概览  
新闻概要 

云计算 

IBM 以 340 亿美元收购开源软件公司红帽（Red Hat） 

Red Hat 成立于 25 年前，最知名的业务是平台即服务（PaaS）提供商 OpenShift。该公司于 1999 年在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高峰期上市，截至 2 月 28

日，上一财年收入为 29.2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收入增长了 21％。IBM 和 Red Hat 将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并加速混合多云服务的应用。它们将共同

帮助客户更快地创建云原生业务应用程序，跨多个公共云和私有云提高数据和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和安全性，所有这些都具有一致的云管理。在这样

做的过程中，他们将利用他们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共同领导，例如 Linux，容器，Kubernetes，多云管理以及云管理和自动化。收购完成后，Red Hat

将作为一个独特的部门加入 IBM 的混合云业务团队，保持 Red Hat 开源开发的传统和一直以来的独立性和中立性。IBM 也将继续致力于 Red Hat 的开

放式管理，参与开源社区和开发模式，广泛的开发人员生态系统。 

（虎嗅 2018-10-29） 

 

SEG 发布《2018 年第二季度 SaaS 公有云市场研究报告》 

过去几个季度，SEG SaaS 指数持续增长，第二季度 TTM 收入（过去 12 个月）中位数达到 2.73 亿美元。指数显示第二季度收入实现健康增长，TTM

收入中位数增长 28.9%，和过去四个季度保持一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分析第二季度指数增长率分布时，每个群体大致相当。比例最高的企业（27.8%）

增长率在 30%-40%之间，包括 AppFolio（33.2%）、Cloudera（37.5%）、HubSpot（38.6%）和 Proofpoint（38.1%）。从 EBITDA 中位数来看，

SEG SaaS指数自 2013年以来从未获得EBITDA利好，但近几个季度一直稳步接近正值区域。虽然 2018年第二季度EBITDA中位数温和下降至-4.5%，

但预计 GAAP 盈利能力的趋势将持续。超过一半（55.1%）的公共 SaaS 公司在第二季度无利可图（按 GAAP 计算），但指数显示 77.8%的公司产生

了正面的运营现金流（CFO）。 这是一个健康的增长，超过 2017 年第二季度（71.0%）。发布负 EBITDA 同时产生积极 CFO 的企业包括 Box、Coupa、

Nutanix、Proofpoint、Twilio、Workday 和 Zendesk。 

（SEG 2018-11-1） 

 

网宿科技与中国联通成立合资公司云际智慧 

网宿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网宿投资、中国联通全资子公司联通创投、厦门网智通共同发起设立合资公司云际智慧，开展 CDN 以及与 CDN 相关的安

全和边缘计算等服务。云际智慧注册资本 5 亿元。其中，网宿投资出资 2.13 亿元（持股 42.5%），联通创投出资 2.13 亿元，网智通出资 7500 万元。 

（亿欧 2018-11-2） 

 

微软超过一半的 Azure 服务器将使用 Xilinx 芯片，取代英特尔芯片 

可编程芯片制造商 Xilinx 获得了微软公司 Azure 云计算部门的订单，取代了英特尔公司生产的芯片。Azure 将使用 Xilinx 芯片作为其半数以上服务器的

协处理器，协处理器是加速某些功能以减轻服务器中主处理器的芯片。微软发言人称，现有基础设施和产品的采购没有变化，将继续与英特尔保持现

有产品的合作关系。 

（彭博 2018-10-31） 

 

人工智能 

习近平：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促进其同

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新华社 2018-10-31） 

 

麦肯锡发布《人工智能（AI）前沿报告》 

麦肯锡发布了 “人工智能（AI）前沿” 报告，人工智能工具和技术对业务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且，AI 可能将推动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麦肯锡在报告中分析了三个重要发现： 

首先，AI 在为全球经济活动做贡献方面有很大的潜力。AI 不是单一技术，而是一系列技术，包括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虚拟助手、机器人过程自动

化和高级机器学习。公司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这些工具，有些人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方法，只测试一种技术并在特定功能中进行试验。其他人可能

更大胆，采用所有五个，并在整个组织中吸收它们。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是许多处于不同采用阶段的公司。到 2030 年，大约 70%的公司至少采用一种

AI 技术，但不到一半的公司可能完全吸收了这五种技术。届时，AI 为全球经济贡献 13 万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 16%。 

其次，AI 对经济影响可能逐渐显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人工智能的影响可能不是线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加速增长。到 2030 年，

人工智能对增长的贡献可能是未来五年的 3 倍或更多倍。由于学习和部署这些技术需要大量成本和投资，人工智能采用的 S 曲线模式可能是一个缓慢

的开始，但随后是竞争的累积效应和互补能力推动的加速。 

第三，一个关键挑战是采用人工智能可能会扩大国家、公司和工人之间的差距。 人工智能可以促进经济活动，但利益分配可能不均衡。 

（麦肯锡 2018-11-1） 

 

百度与一汽共同打造了 L4 级量产车 

11 月 1 日，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公司发布了多条关于自动驾驶、智能交通以及产业合作方面的新消息。其中在自动驾驶方面，百度与一汽集团联合

发布了基于红旗一款 SUV 打造的 L4 级自动驾驶汽车。而在智能交通方面，百度宣布将在长沙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并将与北京和上海地方政府

开展合作。此外，百度还宣布了与沃尔沃的战略合作，双方将深度定制以量产为目标的 L4 级乘用车。 

（亿欧网 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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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阿里巴巴 Q2 财报增长 54%,云计算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90% 

11 月 2 日晚间，国内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公布了截止 2018 年 9 月底的 2019 财年第二财季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第二财季总营收为 851.48 亿元，

同比增长 54%；归属净利润为 200.33 亿元，同比增长 13%。阿里巴巴第二季度营收虽然仍然同比增长 54%，但不及市场此前预期的 864.6 亿元。另

一个数字则是本季度经营性收入为 135.01 亿元，同比下滑 19%。财报方面给出了三个主要原因：饿了么和菜鸟网络的整合，对数字媒体娱乐板块和其

他战略项目的投资，股权奖励支出和折损费用的增加。阿里巴巴将 2019 财年的收入指引区间下调至 3750 亿元至 3830 亿元，较原先的收入指引降幅

为 4%-6%。针对这一变动，阿里巴巴将此解读为：鉴于当前宏观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最近集团决定短期内不会变现随着旗下中国零售平台用户及互

动增加而递增的广告库存，希望此举可让平台上的中小企业获益。云计算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90%，是阿里巴巴所有主要业务中增速最高的，在总营收

中占比达 7%至 56.67 亿元人民币(合 8.25 亿美元)。不过尽管云计算净利润亏损比上季度更少，但调整后的的 EBITA 亏损还是达到了 2.32 亿元人民币

(合 3400 万美元)。对此，阿里巴巴给出的回应是：“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产能的投资。” 

（深网 2018-11-03） 

 

马化腾公开信：腾讯将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 2018-10-31 

马化腾公开信称，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正在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腾讯要做好“连接器”，做好“工具箱”，

更要做好“生态共建者”，与各行各业合作伙伴一起共建“数字生态共同体”。马化腾还表示，腾讯已经在医疗、教育、交通、零售和制造业等领域

进行初步尝试，并希望进一步打造年轻人喜欢的社交平台和内容生态。“腾讯并不是要到各行各业的跑道上去赛跑争冠军，而是要立足做好“助手”，

帮助实体产业在各自的赛道上成长出更多的世界冠军。” 

（华尔街见闻 2018-10-31） 

  

资料来源：详见各条新闻后信息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7： 公司动态  
公司 具体内容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关于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的公告 2018-11-02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1\2018-11-02\4848835.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2.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89.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0.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87.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1.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3.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88.pdf 

顺利办 顺利办：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9.pdf 

顺利办 顺利办：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7.pdf 

顺利办 顺利办：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13.pdf 

顺利办 顺利办：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11.pdf 

顺利办 顺利办：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5.pdf 

顺利办 顺利办：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2.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4465.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说明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4463.pdf 

广联达 广联达：监事会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6.pdf 

广联达 广联达：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1/2018-11-02/484883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8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8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9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048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1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1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150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446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446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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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 广联达：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3.pdf 

广联达 广联达：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5.pdf 

广联达 广联达：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1.pdf 

广联达 广联达：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7.pdf 

广联达 广联达：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0.pdf 

广联达 广联达：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39604.pdf 

东软集团 东软集团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3762.pdf 

东软集团 东软集团八届十八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3760.pdf 

东软集团 东软集团八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3764.pdf 

东软集团 东软集团关于东软睿驰汽车技术（沈阳）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3758.pdf 

东软集团 东软集团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3766.pdf 

宝信软件 宝信软件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进展公告 2018-10-3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31\4843734.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公司章程（2018 年 10 月）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69.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68.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67.pdf 

千方科技 千方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7010.pdf 

千方科技 千方科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6998.pdf 

千方科技 千方科技：关于会计报表格式调整的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7002.pdf 

千方科技 千方科技：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7008.pdf 

千方科技 千方科技：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7009.pdf 

千方科技 千方科技：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7000.pdf 

景嘉微 景嘉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63.pdf 

景嘉微 景嘉微：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61.pdf 

景嘉微 景嘉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56.pdf 

景嘉微 景嘉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64.pdf 

景嘉微 景嘉微：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62.pdf 

景嘉微 景嘉微：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0-3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30\4834654.pdf 

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906.pdf 

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8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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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879.pdf 

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901.pdf 

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919.pdf 

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884.pdf 

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895.pdf 

佳发教育 佳发教育：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2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9\4830874.pdf 

恒生电子 恒生电子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27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7\4828457.pdf 

恒生电子 恒生电子关于 2018 年第三季度购买理财产品的汇总说明 2018-10-27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7\4828450.pdf 

恒生电子 恒生电子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8-10-27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7\4828453.pdf 

宝信软件 宝信软件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27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7\4826690.pdf 

多伦科技 多伦科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2018-10-27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7\4825287.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4308.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一）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4314.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关于拟与中电财务就国有资本金的继续使用签署展期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4311.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国开行贷款担保方式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4309.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二）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4313.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4312.pdf 

中国长城 中国长城：关于变更银行贷款担保方式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4310.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关于董事长、总裁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2349.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关于全体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2352.pdf 

广联达 广联达：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3451.pdf 

广联达 广联达：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3448.pdf 

广联达 广联达：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3450.pdf 

广联达 广联达：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3444.pdf 

广联达 广联达：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3446.pdf 

多伦科技 多伦科技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0-2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6\4820577.pdf 

顺利办 顺利办：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6222.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5677.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5679.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56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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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5669.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5673.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5667.pdf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4\4815671.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51.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报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38.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43.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39.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49.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36.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55.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41.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53.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47.pdf 

天源迪科 天源迪科：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145.pdf 

恒生电子 恒生电子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935.pdf 

恒生电子 恒生电子关于收购大智慧（香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1.75%股权的公告 2018-10-2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0\2018-10-23\4812932.pdf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的风险；金融去杠杆带来的信用紧缩风险；中美贸易摩擦对于经济贸易

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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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本报告仅供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客户使用。本公司不因接收人
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的信息编制，但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反映报告发布当日的观点和判断。在
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同时，
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
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所
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该等观点、建议并未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
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客户私人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
特定状况，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形式
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本公司及作者在自身所知情的范围内，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不存在法律禁止的
利害关系。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
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之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
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
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
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他人等任何形式侵犯本公司版权。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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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体系 

－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行业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

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6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300指数的涨

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买入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增持股价超越基准 5%-20%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中性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5%之间 

  减持股价弱于基准 5%-20% 

  卖出股价弱于基准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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