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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要闻及简评：1）《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是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

门起草，对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保障我国公民个人

信息安全有重要意义；2）2019 亚洲消费电子展在上海举办，多家汽车及

零部件厂商、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展示了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创新成

果，自动驾驶成为展会的焦点，自动驾驶领域相关技术正愈加成熟。 

 重要投融资事件：1）科蓝软件拟向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总额不超过 50,669 万元（含 50,669 万元）, 用于“智慧银行建设

项目、非银行金融机构 IT 系统解决方案建设项目、数据库国产化建设项目、

支付安全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2）熙菱信息拟以认缴出资方式，

用公司自有资金在上海市青浦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3）视觉 AI 公司未动科技

已完成 A 轮 1000 万美元融资，本轮由君岳共享独立注资，在此之前，未

动科技已连续完成两轮融资；4）6 月 10 日，云智慧在京宣布，云智慧获

得由华山资本领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水木投资和浙民投/浙江丝路基金

跟投的 2500 万美元 D 轮融资。 

 一周行情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9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3%，前者跑赢后者 0.45pct。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

市盈率为 43.95。计算机行业 207 只 A 股成份股中，164 只股价上涨，2

只持平，41 只下跌，表现良好。 

 投资建议：上周，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98%，行业指数有所反弹。

相比上上周，计算机行业市盈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合理水平。6 月 13 日，

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举行了科创板开板仪式，科创板正式开板。我

们认为，科创板的正式开板将提升市场风险偏好。作为对市场风险偏好非

常敏感的行业，计算机行业行情未来有望持续向好。我们看好一些景气度

较高的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在主题投资方面，云计算、安全可控、工业

互联网、医疗信息化、自动驾驶值得重点关注。推荐广联达、用友网络、

东方国信、启明星辰、四维图新、中科创达、华宇软件、卫宁健康，建议

关注中国软件、太极股份。 

 风险提示：1）中美科技争端升级：极端情形下，如开源技术、基础软硬

件等遭到封锁，则冲击不可小视；2）下游需求风险：如下游政企客户因

财力受限致 IT 支出下滑，将对企业订单和收入形成负面影响；3）新技术

风险：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遭遇瓶颈或应用推广缓慢，不利于相关企

业发展；4）商誉风险：2019 年经济下行压力大且仍是对赌到期高峰，尚

难以排除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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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要闻及简评 

1.《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6 月 13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7 月 13 日。（中国网信网 6/13） 

简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对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作出了明确规定，对

保障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有重要意义。 

2.2019 亚洲消费电子展在沪举办，自动驾驶成为焦点 

6 月 11 日至 13 日，2019 亚洲消费电子展在上海举办，在展会的 6 个展馆中，汽车占了其中 2 个，

包括一汽红旗、日产、奥迪、现代、起亚、长城、梅赛德斯-奔驰等全球汽车技术企业参展，带来各

自在汽车技术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中青在线 6/13） 

简评：在为期三天的 2019 亚洲消费电子展期间，多家汽车及零部件厂商、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展示

了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包括 L4 级智能驾驶观光车红旗智能小巴以及嬴彻科技 L3 级自

动驾驶样车嬴彻 1 号等创新成果亮相，自动驾驶成为展会的焦点，自动驾驶领域相关技术正愈加成

熟。 

 

二、 重要投融资事件 

【科蓝软件】公司拟向不超过 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总额不超过 50,669万元（含 50,669

万元）, 用于“智慧银行建设项目、非银行金融机构 IT 系统解决方案建设项目、数据库国产化建设

项目、支付安全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上市交易。（公司公告 6/11） 

【熙菱信息】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及经营需求，公司拟以认缴出资方式，用公司自有资金在上海市

青浦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

公告 6/14） 

【未动科技】视觉 AI 公司未动科技已完成 A 轮 1000 万美元融资，本轮由君岳共享独立注资，在此

之前，未动科技已连续完成两轮融资。（36 氪 6/14） 

【云智慧】6 月 10 日，云智慧在京宣布，云智慧获得由华山资本领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水木投

资和浙民投/浙江丝路基金跟投的 2500 万美元 D 轮融资。（搜狐 6/11） 

 

三、 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9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3%，计算机行业指数跑赢 0.45pct。年

初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指数累计上涨 26.94%，沪深 300 指数累计上涨 21.40%，计

算机行业指数累计跑赢 5.54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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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年初以来计算机行业指数相对表现  图表2 上周计算机及各行业指数涨跌幅表现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整体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43.95。上周，计算

机行业 207 只 A 股成份股中，有 164 只股价上涨，2 只持平，41 只下跌，表现良好。 

图表3 上周计算机行业涨跌幅排名前 10 位个股 

涨幅前 10 位 跌幅前 10 位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1 恒锋信息 32.81 34.53 1 金证股份 -15.05 20.74 

2 科创信息 24.35 49.81 2 维宏股份 -7.26 32.81 

3 润和软件 22.54 29.14 3 汇金科技 -6.92 96.30 

4 熙菱信息 20.22 28.13 4 *ST 凯瑞 -6.18 14.42 

5 飞天诚信 19.93 36.30 5 科蓝软件 -5.36 35.12 

6 任子行 16.83 24.22 6 同为股份 -5.30 64.84 

7 金溢科技 16.22 49.82 7 科大国创 -5.28 22.63 

8 格尔软件 14.75 20.44 8 *ST 中安 -3.85 5.39 

9 京天利 13.31 63.38 9 天源迪科 -3.73 13.96 

10 天夏智慧 13.18 10.28 10 合众思壮 -3.37 8.59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投资建议 

行业观点：计算机行业行情未来有望持续向好。上周，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98%，行业指数

有所反弹。相比上上周，计算机行业市盈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合理水平。6 月 13 日，在第十一届

陆家嘴论坛上，举行了科创板开板仪式，科创板正式开板。我们认为，科创板的正式开板将提升市

场风险偏好。作为对市场风险偏好非常敏感的行业，计算机行业行情未来有望持续向好。 

投资策略：看好一些景气度较高的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我们看好一些景气度较高的细分领域的投

资机会。在主题投资方面，云计算、安全可控、工业互联网、医疗信息化、自动驾驶值得重点关注。 

相关标的：推荐广联达、用友网络、东方国信、启明星辰、四维图新、中科创达、华宇软件、卫宁

健康，建议关注中国软件、太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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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提示 

1） 中美科技争端升级：目前，如服务器、PC 等硬件产品已受关税上调影响，极端情形下，如开

源技术、基础软硬件等遭到封锁，则冲击不可小视； 

2） 政企 IT 支出力度不及预期：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下游政企客户因财力受限致 IT 支出下滑，将

对相关公司的订单和收入形成负面影响； 

3） 新技术研发及应用进展低于预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应用仍远未成熟，如研发遭遇瓶颈或应

用推广缓慢，不利于相关企业发展； 

4） 大规模商誉减值风险：2019 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且仍是业绩承诺到期高峰，尚难以排除

继续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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