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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机构超配比例明显下降，网络安全持仓比例提升 
 

行业观点及重点推荐 

【科创板开市在即，硬科技有望估值提升】 

科创板下周开市，信息技术企业占比高。关注科创板映射机会，重点看好重
点看好启明星辰、中科创达、恒生电子、科大讯飞、超图软件等公司。科创
板开板在即，看好市场情绪回暖，尤其是对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行业的
带动作用。对计算机板块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几类投资机会：1）虹软科技
和航天宏图 A 股可比公司估值提升的机会；2）网络安全公司扎堆上市带来
板块的估值提升机会；3）市场成交量放大、情绪回暖也将提升金融 IT 板块
的估值中枢。具体而言，建议关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卫星遥感、金融 IT
等细分行业标的，重点看好启明星辰、中科创达、恒生电子、科大讯飞、超
图软件等。 

【板块超配比例明显下降，网络安全子版块持仓比例上升】 

板块机构持仓比例明显下降。2019 年二季度，在基金公司重仓股中，计算
机板块持仓比例为 4.03%，环比减少 0.83pct，板块持仓比例明显下降。广联
达位居基金重仓股之首，宝信软件、卫宁健康、用友网络、石基信息新晋十
大重仓股。信息安全板块持仓比例上升，云计算、医疗信息化等板块持仓比
例基本稳定。 

市场及板块走势回顾 

上周，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0.82%，同期创业板指上涨 1.57%，沪深 300 小
幅下跌 0.02%，板块跑输创业板，跑赢大盘。 

维持板块“强大于市”评级，科创板下周 7 月 22 日正式开始交易，我们看
好成长股估值逻辑，建议重点关注受科创主题带动的网络安全、人工智能、
卫星遥感、金融 IT 等细分行业。继续重点推荐网络安全板块，外部环境加
速网络安全各类政策落地，行业景气度高，建议关注启明星辰、中新赛克、
深信服、格尔软件、美亚柏科、数字认证、绿盟科技、卫士通等；自主可控
与网络安全联动效应强，建议关注中孚信息、中国软件、中科曙光、太极股
份、中国长城等；云计算和工业互联网是贯穿转型期数字经济主题板块，建
议高度关注广联达、用友网络、石基信息、宝信软件、金蝶国际、东方国信、
汉得信息、赛意信息等；医疗信息化订单落地加速，医保 IT 建设大潮开启，
建议关注卫宁健康、久远银海、思创医惠、创业慧康等；车联网领域，建议
关注金溢科技、中科创达、易华录、万集科技、千方科技、四维图新、德赛
西威、数字认证等；其他还看好产业互联网，建议关注恒华科技、上海钢联、
捷顺科技、科大讯飞、恒生电子、长亮科技、佳都科技、新大陆、苏州科达、
华宇软件、新开普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景气；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技术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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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点 

行业观点及重点推荐 

【科创板开市在即，硬科技有望估值提升】 

科创板下周开市，信息技术企业占比高。2019 年 7 月 22 日，科创板将正式拉开帷幕。首

发的 25 家企业中，有 13 家属于信息技术行业，包括两家计算机行业公司：虹软科技、航

天宏图。此外已经过会提交注册的还包括安恒信息、世纪空间、安博通、恒安嘉新四家计

算机公司，在全部已过会 35 家公司中，计算机行业占比 17%。 

关注科创板映射机会，重点看好重点看好启明星辰、中科创达、恒生电子、科大讯飞、超

图软件等公司。科创板开板在即，看好市场情绪回暖，尤其是对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

行业的带动作用。对计算机板块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几类投资机会：1）虹软科技和航天
宏图 A 股可比公司估值提升的机会；2）网络安全公司扎堆上市带来板块的估值提升机会；

3）市场成交量放大、情绪回暖也将提升金融 IT 板块的估值中枢。具体而言，建议关注网

络安全、人工智能、卫星遥感、金融 IT 等细分行业标的，重点看好启明星辰、中科创达、

恒生电子、科大讯飞、超图软件等。 

 

【板块超配比例明显下降，网络安全子版块持仓比例上升】 

板块机构持仓比例明显下降。2019 年二季度，在基金公司重仓股中，计算机板块持仓比例

为 4.03%，环比减少 0.83pct，板块持仓比例明显下降。 

图 1：2Q19 基金公司计算机板块超配比例有所下滑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广联达位居基金重仓股之首，宝信软件、卫宁健康、用友网络、石基信息新晋十大重仓股。
2Q19 基金重仓持股明细方面，广联达位列十大重仓股之首，共计 128 个产品持有该公司
1.43 亿股，持股市值达 46.89 亿元。宝信软件、卫宁健康、用友网络、石基信息新晋十大

重仓股，分别位居第三/四/七/十名，共计 106、83、93、29 只基金产品分别持有其 7456

万股、13468 万股、6031 万股、3864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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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Q19 基金公司十大重仓股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2Q19 基金十大重仓股变化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信息安全板块持仓比例上升，云计算、医疗信息化等板块持仓比例基本稳定。细分板块持
仓比例变动方面，信息安全板块持仓比例环比增加 0.07pct，同比增加 0.17pct；云计算持

仓比例环比减少 0.09pct，同比减少 0.34pct；医疗信息化板块持仓比例环比减少 0.01pct，
同比增加 0.11 pct；金融 IT 板块持仓比例环比减少 0.30pct，同比增加 0.24pct；自主可控

板块持仓比例环比减少0.07pct，同比减少0.09pct；人工智能板块持仓比例环比减少0.04pct，

同比增加 0.17pct。（注：子板块持仓比例=基金在该子板块重仓股总市值/基金重仓股总市

值，Wind） 

图 4：信息安全子板块持仓比例  图 5：云计算子板块持仓比例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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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医疗信息化子版块持仓比例  图 7：金融 IT 子板块持仓比例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8：自主可控子版块持仓比例  图 9：人工智能子板块持仓比例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市场及板块走势回顾   

上周，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0.82%，同期创业板指上涨 1.57%，沪深 300 小幅下跌 0.02%，

板块跑输创业板，跑赢大盘。 

维持板块“强大于市”评级，科创板下周 7 月 22 日正式开始交易，我们看好成长股估值

逻辑，建议重点关注受科创主题带动的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卫星遥感、金融 IT 等细分
行业。继续重点推荐网络安全板块，外部环境加速网络安全各类政策落地，行业景气度高，

建议关注启明星辰、中新赛克、深信服、格尔软件、美亚柏科、数字认证、绿盟科技、卫

士通等；自主可控与网络安全联动效应强，建议关注中孚信息、中国软件、中科曙光、太
极股份、中国长城等；云计算和工业互联网是贯穿转型期数字经济主题板块，建议高度关

注广联达、用友网络、石基信息、宝信软件、金蝶国际、东方国信、汉得信息、赛意信息

等；医疗信息化订单落地加速，医保 IT 建设大潮开启，建议关注卫宁健康、久远银海、思
创医惠、创业慧康等；车联网领域，建议关注金溢科技、中科创达、易华录、万集科技、

千方科技、四维图新、德赛西威、数字认证等；其他还看好产业互联网，建议关注恒华科

技、上海钢联、捷顺科技、科大讯飞、恒生电子、长亮科技、佳都科技、新大陆、苏州科

达、华宇软件、新开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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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本周板块行情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1：本周涨跌前十的公司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本周行业新闻 

云计算 

京东云与京东数科深度合作，共推区块链“上云”   

7 月 17 日消息，京东云在京宣布与京东数科达成区块链技术服务领域的深度合作。双方发
布智臻链“云”建设规划，同步上线了“区块链防伪追溯”、“区块链数字存证”两款 SaaS

应用。京东云还推出国内首款区块链数据在线分析服务产品--BDS服务，并公布 BDS开源。

具体而言，京东云将为京东区块链板块提供 IaaS 公有云存储、DDoS 高防、数据库应用服
务等技术支持，主要协助智臻链解决数据归属权、数据安全性等问题。同时，智臻链将作

为京东云合作的第一个区块链融合项目，为京东云提供区块链安全加密、分布式数据储存

等相关技术支持，未来，京东云也将通过结合智臻链在 PaaS 平台的基础能力，构建适合

京东客户特点的 SaaS 层级应用。（钛媒体） 

 

微软从 AT&T 获得数十亿美元云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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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微软刚刚为其云业务赢得了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合同。
周三，它宣布美国移动运营商 AT&T 将使用该公司的 Azure 云服务，并让其大多数员工转

而使用微软的 365 办公应用程序和安全服务套件。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笔为期多年

的合同价值超过 20 亿美元。由于相关条款保密，这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对于正在云服
务市场上追赶亚马逊 AWS 云服务的微软来说，AT&T 既是一个庞大的客户，也是一个具有

高辨认度的品牌，该公司的超过 25 万名员工将需要大量的数据存储和计算服务。（腾讯科

技）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我国云平台安全风险较为突出 

7 月 18 日消息，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17 日在此间发布的《2018 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
告》显示，云平台成为发生网络攻击的重灾区，云服务商和云用户应加大对网络安全的重

视和投入，分工协作提升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据报告统计，在各类型网络安全事件中，云

平台上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 攻击）次数、被植入后门的网站数量、被篡改的网

站数量占比均超过 50%。（新浪财经） 

 

戴尔旗下云计算公司 VMware 收购 AI 初创公司 Bitfusion 

7 月 19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周四，戴尔旗下的云计算公司 VMware 宣布收购
AI 初创公司 Bitfusion，交易完成后，VMware 计划使用 Bitfusion 的技术支持基于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的工作负载。该公司计划将 Bitfusion 集成到其 vSphere 平台中。这两家公司都

没有透露收购金额。（TechWeb） 

 

人工智能 

支付宝小程序上线 AR 扫描垃圾分类，人工智能助力垃圾分类   

7 月 15 日消息：支付宝方面宣布，正式推出 AR 扫一扫识别垃圾的功能，旨在帮用户更便
捷的进行垃圾分类。随着史上“最严垃圾分类”在上海实施，全国剩余的 45 个城市也即

将开始试点。 具体来说，通过支付宝首页的“扫一扫“中的 AR 功能，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手机摄像头实时识别垃圾类型，进行垃圾分类操作。支付宝同时提供直接预约上门收垃圾
的服务，用户通过扫描识别垃圾后，可直接跳转到“易代扔”小程序中，形成了一条从识

别分类到上门回收的完整服务。 这一能力也将集成到支付宝“垃圾分类指南”小程序中，

在“垃圾分类指南”小程序中还添加了【AR 扫描】、【牌照搜索】和【语音搜索】三个功
能，围绕垃圾分类的场景，支付宝利用一款小程序串起了多个开放能力，帮助 AR、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落地。（钛媒体） 

 

四维图新：将为宝马中国提供用于自动驾驶的高精度地图服务   

7 月 15 日消息，记者从四维图新获悉，今天，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宣布已经与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四维图新将为宝马中国提供用于自动驾驶的高

精度地图服务。（钛媒体） 

 

阿里最核心 AI 技术团队已成型，芯片今年将有重要进展   

7 月 16 日消息，近日，达摩院机器智能实验室智能技术事业部首席架构师王骏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最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汇集在达摩院的 AI 研发团队，我们这个部门定位支持所

有其他阿里经济体对人工智能追求的最大核心技术研发”。 在机器智能算法体系上，阿里

的 AI 技术研发方向已经涵盖语音智能、语言技术、机器视觉、决策智能等方向。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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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院机器智能团队宣布其自主研发的语音合成技术突破——KAN-TTS。 该突破可大幅
提高合成语音与真人发声的相似度，并将语音合成定制成本降低 10 倍以上。合成语音与

原始音频录音的接近程度提高到 97% 以上。（DeepTech 深科技） 

 

腾讯、宝马合作深化，助推后者在华自动驾驶技术研发 

7 月 19 日消息，腾讯与宝马中国宣布深化合作，助力宝马建立宝马集团中国高性能数据驱

动开发平台，支持宝马在中国市场的自动驾驶研发和技术创新。 据介绍，此次合作，是
全球首批在自动驾驶开发云平台和开发服务运营领域的大规模合作项目，也标志着腾讯与

宝马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合作中，腾讯将提供高性能基础架构平台，以及贯穿自动

驾驶研发全流程的工具和平台支持。（新浪科技） 

 

金融科技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工作组  

7 月 18 日消息，记者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获悉，7 月 9 日协会召开了“互联网+供应链
金融”工作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据了解，工作组将重点围绕金融监管仓、物联网动

产质押等领域，研究制定相关业务规范、业务指引和技术标准，加强行业自律管理，搭建

从业机构和监管部门之间沟通桥梁。会议还通过了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新京报） 

 

医疗信息化 

苹果对在线医疗平台抽税，丁香医生等平台提出质疑 

7 月 16 日消息，近日，多家在线医疗平台收到苹果公司要求，应用内购买需要使用 IAP 服
务，并缴纳 30%的交易所得。截至目前，多家在线医疗平台已经无法更新 App。丁香医生、

好大夫在线等多家互联网医疗平台在与苹果公司的沟通中均表示，在线问诊非像线上课程

为可复制型产品，苹果公司回复称，针对医疗领域强制接入苹果内购，收取 30%的分成，

是一项全球策略，并非针对中国用户。（北京青年报） 

 

美国多家医院已开始引进名为 MoXI 的 AI 机器人助手护士   

7 月 18 日消息，护士工作者的短缺成为当下医院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在美国多家医院已经
开始通过引进名为 MoXI 的机器人助手来缓解护士短缺的压力。 这种 AI 机器人工作种类

也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护理功能，更多的是完成一些跑腿工作，以此来减少护士 30%的

精力，做更多高附加值的事情。 Moxi 由总部位于奥斯汀的 Diligent Robotics 公司设计和
制造，它并没有试图扮演护士的角色。相反，公司创始人安德里亚·托马斯（Andrea Thomaz）

和薇薇安·楚（Vivian Chu）设计这款机器人。（新浪科技） 

 

工信部：加快医疗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培育 

7 月 19 日消息，2019 医学装备人工智能大会在苏州召开，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大会

时强调，医学装备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要充分发挥我国海量医疗数据和巨大市场应用
规模优势，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完善协同机制，深化拓展应用，强化人才建设，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加快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培育。（钛媒体） 

 

重点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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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科技】（1）发布半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35.8 亿，同比增长 24.74%，
归母利润 3.74 亿，同比增长 30.2%；（2）股东建信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自身资金需求，

拟减持股份 740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股东吴海因个人资金需求，拟减持股份 22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恒锋信息】中标漳浦县雪亮工程（报警监控系统第七期）项目建设货物类采购项目，中

标金额 3748 万元； 

【ST 索菱】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累计收到政府各类补助 460 万元； 

【用友网络】控股股东用友科技质押股份 1131 万股，其累计质押股份 3.56 亿，占其所持

股份的 50.18%，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 

【万集科技】公司成为新疆交投 “新疆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取消省界收费站）

关键设备采购项目标段 1 和标段 2” 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荣科科技】子公司神州视翰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收到退税款 160.10 万元；自 2019 年 7

月 4 日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期间，累计收到软件退税款共计 252.50 万元； 

【潜能恒信】股东周子龙解除质押 2055 万股，并再次质押质押股份 2000 万股，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57.26%，占公司总股本的 6.25%； 

【科大国创】股东孙路质押股份 36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7.84%，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 

【用友网络】公司拟收购北京薪福社 15%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750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聚龙股份】公司入围中信银行采购项目，中标产品包括：纸币清分机（两口）、纸币清

分机（四口）、A 类人民币点验钞机。 

【浪潮信息】发行 2019 年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本次配股拟以实施本次配股方案的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 10股配售不超过 2.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北信源】公司及子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各项

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1080.48 万元，其中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府补助资金为人

民币 894.66 万元，其他政府专项补助资金为人民币 185.82 万元； 

【世纪瑞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世纪瑞尔软件有限公司拟使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500 万元按照现有股东持股比例同比例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后瑞尔

软件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5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000 万元，现有股东对瑞尔软件的

持股比例不变，瑞尔软件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易华录】公司拟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收购江苏鼎驰所持蓝安数据的 21%股权； 

【捷顺科技】股东唐健、刘翠英解除质押 9921.6098 万股； 

【彩讯股份】股东广州珠江达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质押 405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新晨科技】第一大股东张燕生质押 147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6%。 

【万达信息】由公司牵头申报的“特大城市服务集成与治理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已

获批立项； 

【恒银金融】公司将获得 2019 年第二批天津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人工智能方

向）政府补助 400 万元； 

【万集科技】发布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 344.50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08 亿股的 3.2006%；授予价格为 16.01

元/股，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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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非公开发行股票 1.08 亿股，发行价格为 27.1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9.27

亿元； 

【神州泰岳】公司收到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防城港

3-4 号机组 LOT78G 无线通信系统》项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 1977 万元； 

【润合科技】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润和投资、周红卫、姚宁、宁波宏创将其合计

所持有的润和软件 4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转让给服贸基金，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 5.13%； 

【广联达】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涂建华先生拟以其持有的不超过 1126.55 万股（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 1%）本公司股份参与弘毅远方国证民企领先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网下认购； 

【*ST 凯瑞】发布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200 万元至-1000

万元。 

【佳发科技】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累计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1224

万元； 

【中国长城】与太原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速推进自主研发计算机产

业化进程； 

【神思电子】出于自身资金需求，股东北京同晟达信拟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53.8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8%； 

【天泽信息】子公司 TIZA 拟对日本公司 MBP SMARTEC 增资 828 万元，增资完成后将持

有目标公司 65%的股份，为控股股东； 

【蓝盾股份】股东中经汇通质押股份 108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9.6%，其累计质押股份

1.12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9%，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9.85%。 

 

海外动态跟踪 

【阿里巴巴】 

支付宝小程序上线 AR 扫描垃圾分类，人工智能助力垃圾分类   

7 月 15 日消息：支付宝方面宣布，正式推出 AR 扫一扫识别垃圾的功能，旨在帮用户更便

捷的进行垃圾分类。随着史上“最严垃圾分类”在上海实施，全国剩余的 45 个城市也即
将开始试点。 具体来说，通过支付宝首页的“扫一扫“中的 AR 功能，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手机摄像头实时识别垃圾类型，进行垃圾分类操作。支付宝同时提供直接预约上门收垃圾

的服务，用户通过扫描识别垃圾后，可直接跳转到“易代扔”小程序中，形成了一条从识
别分类到上门回收的完整服务。 这一能力也将集成到支付宝“垃圾分类指南”小程序中，

在“垃圾分类指南”小程序中还添加了【AR 扫描】、【牌照搜索】和【语音搜索】三个功

能，围绕垃圾分类的场景，支付宝利用一款小程序串起了多个开放能力，帮助 AR、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落地。（钛媒体） 

 

阿里最核心 AI 技术团队已成型，芯片今年将有重要进展   

7 月 16 日消息，近日，达摩院机器智能实验室智能技术事业部首席架构师王骏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最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汇集在达摩院的 AI 研发团队，我们这个部门定位支持所

有其他阿里经济体对人工智能追求的最大核心技术研发”。 在机器智能算法体系上，阿里

的 AI 技术研发方向已经涵盖语音智能、语言技术、机器视觉、决策智能等方向。最近，
达摩院机器智能团队宣布其自主研发的语音合成技术突破——KAN-TTS。 该突破可大幅

提高合成语音与真人发声的相似度，并将语音合成定制成本降低 10 倍以上。合成语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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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音频录音的接近程度提高到 97% 以上。（DeepTech 深科技） 

 

【腾讯】 

腾讯与长城汽车、仙豆智能达成合作  

7 月 15 日消息，长城汽车今日宣布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城汽车将联合腾讯围

绕智能座舱、数据中台、数字化用户运营、共享出行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此次是
腾讯与长城汽车、仙豆智能的三方战略合作，仙豆智能将作为长城汽车在智能网联领域指

定的战略合作伙伴，与腾讯携手，全方位支持长城汽车数字化转型战略。（来源：腾讯科

技） 

 

腾讯、宝马合作深化，助推后者在华自动驾驶技术研发 

7 月 19 日消息，腾讯与宝马中国宣布深化合作，助力宝马建立宝马集团中国高性能数据驱
动开发平台，支持宝马在中国市场的自动驾驶研发和技术创新。 据介绍，此次合作，是

全球首批在自动驾驶开发云平台和开发服务运营领域的大规模合作项目，也标志着腾讯与

宝马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合作中，腾讯将提供高性能基础架构平台，以及贯穿自动

驾驶研发全流程的工具和平台支持。（新浪科技） 

 

【微软】 

微软从 AT&T 获得数十亿美元云服务合同 

7 月 18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微软刚刚为其云业务赢得了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合同。
周三，它宣布美国移动运营商 AT&T 将使用该公司的 Azure 云服务，并让其大多数员工转

而使用微软的 365 办公应用程序和安全服务套件。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笔为期多年

的合同价值超过 20 亿美元。由于相关条款保密，这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对于正在云服
务市场上追赶亚马逊 AWS 云服务的微软来说，AT&T 既是一个庞大的客户，也是一个具有

高辨认度的品牌，该公司的超过 25 万名员工将需要大量的数据存储和计算服务。（腾讯科

技） 

 

【京东】 

京东云与京东数科深度合作，共推区块链“上云”   

7 月 17 日消息，京东云在京宣布与京东数科达成区块链技术服务领域的深度合作。双方发

布智臻链“云”建设规划，同步上线了“区块链防伪追溯”、“区块链数字存证”两款 SaaS

应用。京东云还推出国内首款区块链数据在线分析服务产品--BDS服务，并公布 BDS开源。

具体而言，京东云将为京东区块链板块提供 IaaS 公有云存储、DDoS 高防、数据库应用服

务等技术支持，主要协助智臻链解决数据归属权、数据安全性等问题。同时，智臻链将作
为京东云合作的第一个区块链融合项目，为京东云提供区块链安全加密、分布式数据储存

等相关技术支持，未来，京东云也将通过结合智臻链在 PaaS 平台的基础能力，构建适合

京东客户特点的 SaaS 层级应用。（钛媒体） 

 

【SAP】 

德国软件巨头 SAP 第二季利润下滑 21%，明年之前仍无起色 

7 月 18 日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在发布了运营利润下滑 21%的第二季度财报后，德国软件

巨头 SAP 今日向投资者表示，不要期望在明年之前利润率会有大幅改善。第二季度，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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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为 66.31 亿欧元，同比增长 11%。基于 Non-IFRS 标准，营收为 66.56 亿欧元，同比增
长 11%。其中，云业务营收为 16.92 亿元，同比增长 40%。基于 Non-IFRS 标准，云业务营

收为 17.17 亿欧元，同比增长 40%。运营利润 8.27 亿欧元，同比下滑 21%。基于 Non-IFRS

标准，运营利润 18.16 亿欧元，同比增长 11%。（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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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市场投融资更新 

本周我们共跟踪到 59 起一级市场投资子事件，本周热点是区块链，共发生 3 起投融资事

件，其次是 VR/AR、教育科技领域。融资金额最大一起事件发生在房产服务领域，房屋租

赁交易服务平台贝壳找房获得 12 亿美元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的领投方为腾讯。 

图 12：本周一级市场投融资动态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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