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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周报（2018.11.26-2018.11.30）                2018 年 12 月 3 日 

  

看好（维持） 

 

 上周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2018.11.26-2018.11.30）市场小幅上涨。其中上证综指上涨

0.34%，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93%；中小板综指上涨 0.34%，创业板综

指上涨 0.79%。计算机（中信）板块略有下跌、人工智能板块跟随上涨。

上周计算机（中信）板块下跌 0.89%，人工智能板块上涨 0.50%。人工

智能指数市盈率（2018.11.30）为 34.4 倍，与沪深 300 指数市盈率（11.4

倍）相比的溢价率为 3.0，溢价率较上周保持稳定。 

 行业新闻 

 规模超 200 亿元，云南积极打造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亚马逊发布首款云 AI 芯片！算力惊人 2019 年面世 

 联发科官宣 Helio P90 芯片：主打能效和 AI 

 百度教育大脑 3.0 正式发布 

 公司公告 

 11 月 28 日，四维图新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杰发科技获得发明专

利证书的公告》 

 11 月 27 日，中科曙光发布《关于参与海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竞拍的公告》 

 投资策略 

随着我国不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将长期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已具有一定的技术

实力，这些领域未来将持续快速发展。多项国家政策出台推动人工智能

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AI+场景正在逐步落地。在金融、交通、安防等

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这将带给相关领域企

业的发展机遇。我们建议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语音识别领域、计算机视

觉领域、无人驾驶领域的相关龙头个股。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达预期；国内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明显落后外国竞争对手；人

工智能缺乏良好商业模式，产业生态无法完善；场景应用推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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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级市场表现 

上周（2018.11.26-2018.11.30）市场小幅上涨。其中上证综指上涨 0.34%，

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93%；中小板综指上涨 0.34%，创业板综指上涨 0.79%。

计算机（中信）板块略有下跌、人工智能板块跟随上涨。上周计算机（中信）

板块下跌 0.89%，人工智能板块上涨 0.50%。 

人工智能板块市盈率保持稳定。人工智能指数市盈率（2018.11.30）为 34.4

倍，与沪深 300 指数市盈率（11.4 倍）相比的溢价率为 3.0，溢价率较上周保

持稳定。 

图表 1：2018.11.26-2018.11.30 人工智能指数涨跌幅情况  图表 2：2016.1.4-2018.11.30 人工智能指数表现情况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图表 3：2016.1.4-2018.11.30 人工智能指数 PE-band 表现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华融证券
HUARONG SECURITIES  人工智能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3 

上周，海得控制（33.76%）、江南化工（7.75%）位居涨跌幅前列，而长

高集团（-9.68%）劲拓股份（-8.08%）位居涨跌幅后两位。 

图表 4：人工智能板块涨跌幅前三位（2018.11.26-2018.11.30） 

一周涨跌幅前三位 一周涨跌幅后三位 

002184.SZ 海得控制 33.76% 002452.SZ 长高集团 -9.68% 

002226.SZ 江南化工 7.75% 300400.SZ 劲拓股份 -8.08% 

300229.SZ 拓尔思 6.48% 300024.SZ 机器人 -5.33% 

数据来源：wind，华融证券整理 

二、行业新闻与公司公告 

1、行业新闻 

规模超 200 亿元，云南积极打造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日前，云南省发改委拟订的《云南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送审稿）》

（下称《规划》）显示，云南省正积极谋划打造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并计划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从 2020 年超过 30 亿元，发展到 2030 年超过 200 亿元，

同时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以促进新旧动能转化，培育发展新动

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相关精神，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在云南省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和推广，《规

划》提出，到 2020 年，云南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取得阶段性进展，人工智

能对云南省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带动效能显著提

升。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3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0 亿元。

引进培育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10 家以上，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达到 5

家。 

到 2025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

过 600 亿元。到 2030 年，云南省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重

点，涵盖核心技术、关键系统、支撑平台和智能应用的完备产业体系全面建成，

云南省成为国内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重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人工智能核

心产业规模超过 2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为与全国同步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重要基础。 

为达到上述目标，《规划》指出，将通过大力推动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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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建开放协同科创体系、重点培育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加快促进人工智能产

业集聚、着力强化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五大主要任务，推动云南省人工智能核心

技术能力的提升，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型、高端化产业和人才集聚，形成创新多

元的产业生态环境。 

同时，《规划》还明确，将通过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落实、培育引进高端创

新人才、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协同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强化财税金融政策

支持等措施，保障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目前，随着云南信息产业的加速发展，人工智能已在旅游、安防、教育、

卫生、交通、工业、农业、能源等行业领域以及平台建设、城市管理等方面得

到了广泛应用，在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等研究领域取得成效，但还存在整

体创新能力不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薄弱、缺乏龙头企业等问题。 

《规划》无疑对于云南抢先进行产业布局、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

产业、打造新的产业生态体系、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有重要意义。 

亚马逊发布首款云 AI 芯片！算力惊人 2019 年面世 

11 月 26 日-30 日，亚马逊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举办了 AWS re:Invent 2018

大会。作为全球最大的公有云厂商，AWS（亚马逊云，Amazon Web Service）

每一年的 re:Invent 大会都会吸引来自全球的数万名开发者和业内人士参加。  

去年的 re:Invent 2017 大会上，亚马逊云一口气发布了 22 款重磅产品，

而今年的好戏也逐一上演。  

在前天推出首款自研ARM架构云服务器CPU Graviton后，亚马逊云CEO 

Andy Jassy 发布了其首款云端 AI 芯片——Inferentia。 

据官方介绍，Inferentia 定位于一款低成本、高性能、低延迟的机器学习推

理（inference）芯片，将于 2019 年下半年正式上市。  

关于芯片的详细参数官方公布不多，只公布了一些核心卖点，比如其计算

力将会高达几百 TOPS，多芯片组合后算力可达数千 TOPS。此外，Inferentia

支持 FP16、INT8 精度，并支持 TensorFlow、Caffe2、ONNX 等流行机器学

习框架。 

由此，亚马逊云也成为谷歌、华为之后，第三家推出云端 AI 芯片的云服务

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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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份， 华为发布了自研云端 AI 芯片“昇腾（Ascend ）”系列，基

于达芬奇架构，首批推出 7nm 的昇腾 910 以及 12nm 的昇腾 310。  

其中，昇腾 910 是目前单芯片计算密度最大的芯片，计算力远超谷歌和英

伟达。昇腾 910 半精度（FP16）运算能力为 256TFLOPS，整数精度（INT8）

512TOPS。  

作为云计算市场的一哥，亚马逊今年第三季度云业务营收高达 66.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46%。  

此次，亚马逊云推出的云端 AI 芯片，目的想必也是进一步巩固其市场领导

者地位，重新收回失去的市场份额。但接下来云计算这款大蛋糕的分配如何，

还是未知数。 

联发科官宣 Helio P90 芯片：主打能效和 AI 

11 月 30 日消息，联发科在推特正式官宣了 Helio P90 芯片，并预告“很快

就来”。 

简短的动图中，给出了 Powelful（强劲性能）、Efficient（顶尖能效）、

Groundbreaking AI（开创性 AI）三个关键词，Slogan 是“this chip changes 

everything（颠覆性芯片）”。 

此前，仅仅流传出 Helio P80 的消息，不知道 P90 是取代了它，还是说是

独立于 P80 的另一款芯片，笔者倒是倾向于前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 GeekBench 4．3 数据库中，有一款名为 MT6779 的联

发科平台新验证机，单核最高 2025，多核 6831，相较于 Helio P60（部件号

MT6771）的 1500／5400 典型得分，分别提升了 35％和 26．5％，比骁龙 835

／710 都要强。 

MT6779 频率 2．0GHz，设计为 8 核，从表现来看极有可能更换为了 Cortex 

A75 做大核。至于它对应 P80 还是 P90 甚至其它，暂时不得而知，只能说前

两者的希望最大。 

不出意外的话，Helio P90 依然基于台积电 12nm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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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教育大脑 3.0 正式发布 

11 月 28 日，在 2018 百度教育盛典上，百度教育公布了 2018 年度“成绩

单”，并宣布正式发布“百度教育大脑 3．0”，其内容资源及知识图谱、智能交

互等 AI 核心能力进一步升级，并将教育 AI 的能力向合作伙伴全面开放。  

据介绍，“百度教育大脑 3．0”是在百度大脑基础上，基于人工智能、大

数据和云计算，赋能教育产品和教育场景，为用户提供优质内容和智能服务的

能力引擎。  

百度教育大脑 1．0 时代实现了亿万内容的数字化；2．0 时代通过各种智

能技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呈现，进行内容整理、分析处理，形成教育知识图

谱；“百度教育大脑 3．0”核心能力是对人的理解和智能的交互。通过意图识

别和教育用户画像，拥有对用户实现个性化服务的能力。  

同时，百度教育对第三方开放教育 AI 能力。支持合作伙伴借助百度教育大

脑 3．0 技术能力，结合不同的场景和硬件，搭建属于自己的教育产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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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用户和地区的多层次教育需求。  

会上，张高还公布了百度教育大脑最新的教育资源数据，包含 2．7 亿内

容文档，超过 20 万正版图书，TOP 级书籍覆盖率达 100％，超过 5 万套有声

读物以及 800 多万优质音频，4700 万优质教学资源和上千万新课标挂载学科

资源。未来，百度将继续在白洋淀高级中学进行试点，推出完整的智慧教育综

合解决方案，打造智慧校园。  

而据百度总裁张亚勤博士介绍，百度教育已经成长为“全国最大的 SaaS

服务平台”，月活跃用户破 7 亿，教育会员超过 1000 万，智慧课堂落地全国

3000 所学校，9．2 万名认证优秀教师在百度教育平台上贡献内容。张亚勤认

为，随着“ABC”（AI，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技术的飞速发展， 教

育正在呈现三大趋势： 数字化、全球化、和智能化。  

目前，百度教育大脑已聚合了 2 亿多文档、20 多万部正版图书、超过 5

万套有声读物、800 多万音频、4700 万教学资源和上千万新课标挂载学科资源。

张亚勤博士表示，AI＋教育正在促使教学流程经历数字化转型，知识的输入与

输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效。  

同时，张亚勤公布了百度教育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成果，该成果为百度“AI

战略”产业化落地组成部分。据介绍，百度教育已经成长为“全国最大的 SaaS

服务平台”，月活跃用户破 7 亿，教育会员超过 1000 万。  

张亚勤表示，百度教育将不断地把百度在 AI、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的前

沿技术能力向教育行业输出，推动人工智能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社会教育智

能化升级。  

2、公司公告 

 四维图新 

11 月 28 日，公司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杰发科技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

告》。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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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影响：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杰发科技在汽车电子芯片设计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充分发

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形成持续创新机制，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中科曙光 

11 月 27 日，公司发布《关于参与海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竞拍的公告》。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参与竞拍的股权分别为：成都高投持有的海光信息 

5.46%股权，挂牌起拍价格为 53,570 万元，保证金为 25,000 万元；成都产投

持有的海光信息 5.46%股权，挂牌起拍价格为 53,570 万元，保证金为 25,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为捆绑转让，上述股权竞拍起拍价合计为 107,140 万元，

竞买保证金 50,000 万元人民币。如本次竞拍成功，公司将合计持有海光信息 

64,990 万股股权，占海光信息股本总数的 36.44%。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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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参与本次竞拍，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

化产业布局，可进一步发挥海光信息在芯片领域领先的技术、研发优势和公司

在高性能计算、安全服务器领域领先的 产品、市场优势，加强协同效应，符

合公司的战略规划与未来发展方向。 如本次竞拍成功，公司持有海光信息的

股权将从 22.52%上升至 36.44%，成为海光信息第一大股东。如竞拍不成功，

也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竞拍结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化。 

三、行业投资策略 

随着我国不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将长期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

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已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这

些领域未来将持续快速发展。 

多项国家政策出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AI+场景正在逐步

落地。在金融、交通、安防等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

这将带给相关领域企业的发展机遇。我们建议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语音识别领

域、计算机视觉领域、无人驾驶领域的相关龙头个股。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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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低迷，下游需求不大预期； 

2，国内产业技术升级速度明显落后外国竞争对手； 

3、人工智能缺乏良好商业模式，产业生态无法完善； 

4，人工智能场景应用难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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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11 

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行业评级 

强烈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15%以上 
看好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推    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 

中    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5%到 5%内 
看淡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卖    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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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

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等。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已在知晓范围内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履行披露义务。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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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本报告仅提供给本公司客户有偿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

客户。本公司会授权相关媒体刊登研究报告，但相关媒体客户并不视为本公司客户。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获得本公司书面

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传播，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该报告版权及所有相关权利。本报告中的信息、

建议等均仅供本公司客户参考之用，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本报告并未考虑到客户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

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

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可就研究报告相关问题咨询本公司的投资顾问。本公司市场研究部及其分析师认为本报告所载资

料来源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投资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公

司及其关联方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及由此造成的对本报告客观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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