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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行业周报（20190915） 

❖ 川财周观点 

近期，关于金融科技的政策以及规划不断出台。9月 6日，央行正式发布《金

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9月 9日至 10日，证监会在

京召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 12个方面重点任务，会议中明确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工作成果和目标，强调鼓励资本市场发展以及金融科技建设，这显示出国家

在制度层面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支持和重视。 

我们认为金融科技的三大驱动因素是制度、技术和需求。随着政策和监管法

规的完善和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逐渐从

概念走向应用，传统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导致巨大的服务真空期，这些为金融

科技 2.0的发展带来机会。 

美国的金融科技巨头成长之路，聚焦主业，并购重组，海外扩张是其成长的

主要特征。比如 FIS，成立之初是一家银行数据处理软件提供商，提供的综合

金融解决方案主要针对北美地区，随着产业链不断延长到银行、证券、基金、

交易所等，通过并购重组在短时间内实现海外市场规模扩张，比如在 2013年

收购了全球服务超过 800 家银行的金融科技公司 mFoundry platform 

securities,从而切入手机银行解决方案市场。 

在制度、技术、需求的三重因素的催化下，金融 IT公司价值重估，建议关注

金融 IT 板块，相关标的有：恒生电子（金融 IT全线领军，金融云/AI应用深

化）、宇信科技（中国银行 IT 领军企业。客户资源优质；各细分解决方案的

市占率高；与阿里、华为均有合作）、润和软件（中小银行解决方案提供商，

与华为共同推出全球领先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HiKey970）、长亮科技（海外拓展

加速的金融 IT 服务提供商）。 

❖ 市场表现 

本周川财信息科技指数上涨 1.90%，上证综指上涨 1.05%，收于 3031.24 点，

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57%，收于 4777.81点。计算机行业指数整体排名 7/28，

在所有的行业指数中表现较好。板块中个股涨跌幅的中位数是 2.82%。周涨幅

前三的个股为中威电子、东方通、奥飞数据，涨幅分别为 46.48%、29.03%、

28.83%。跌幅前三的个股是深南股份、虹软科技、赛意信息，跌幅分别是 8.76%、

7.63%、6.00%。 

❖ 公司动态 

神州信息（000555.SZ）：捐赠资金参与设立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 

❖ 风险提示：行业景气度不及预期；宏观经济波动对行业影响；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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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财周观点 

近期，关于金融科技的政策以及规划不断出台。9 月 6 日，央行正式发布《金

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9 月 9 日至 10 日，证监会在

京召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

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 12 个方面重点任务，会议中明确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

作成果和目标，强调鼓励资本市场发展以及金融科技建设，这显示出国家在制

度层面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支持和重视。 

我们认为金融科技的三大驱动因素是制度、技术和需求。随着政策和监管法规

的完善和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逐渐从概念

走向应用，传统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导致巨大的服务真空期，这些为金融科技

2.0 的发展带来机会。 

美国的金融科技巨头成长之路，聚焦主业，并购重组，海外扩张是其成长的主

要特征。比如 FIS，成立之初是一家银行数据处理软件提供商，提供的综合金

融解决方案主要针对北美地区，随着产业链不断延长到银行、证券、基金、交

易所等，通过并购重组在短时间内实现海外市场规模扩张，比如在 2013 年收

购了全球服务超过 800 家银行的金融科技公司 mFoundry platform securities,

从而切入手机银行解决方案市场。 

在制度、技术、需求的三重因素的催化下，金融 IT 公司价值重估，建议关注

金融 IT 板块，相关标的有：恒生电子（金融 IT 全线领军，金融云/AI 应用深

化）、宇信科技（中国银行 IT 领军企业。客户资源优质；各细分解决方案的市

占率高；与阿里、华为均有合作）、润和软件（中小银行解决方案提供商，与

华为共同推出全球领先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HiKey970）、长亮科技（海外拓展加

速的金融 IT 服务提供商）。 

 

二、市场行情回顾 

2.1 指数表现 

本周川财信息科技指数上涨 1.90%，上证综指上涨 1.05%，收于 3031.24 点，

计算机行业指数上涨 2.57%，收于 4777.81 点。计算机行业指数整体排名 7/28，

在所有的行业指数中表现较好。 

本周计算机版块二级子版块中，计算机设备 II、计算机应用分别上涨 2.32%、

2.63%。计算机版块三级行业中，计算机设备 III、软件开发、IT 服务分别上涨

2.32%、2.6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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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计算机二、三级行业表现 

代码 名称 周收盘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801101.SI 计算机设备Ⅱ(申万) 3092.79 2.32% 10.88% 
801222.SI 计算机应用(申万) 5079.48 2.63% 12.39% 
851021.SI 计算机设备Ⅲ(申万) 3094.74 2.32% 10.88% 
852225.SI 软件开发(申万) 6359.14 2.60% 12.93% 
852226.SI IT 服务(申万) 4191.89 2.66% 11.84%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各行业指数本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2.2 个股表现 

本周计算机版块整体表现较好，板块中个股涨跌幅的中位数是 2.82%。周涨幅

前三的个股为中威电子、东方通、奥飞数据，涨幅分别为 46.48%、29.03%、

28.83%。跌幅前三的个股是深南股份、虹软科技、赛意信息，跌幅分别是 8.76%、

7.6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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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涨跌幅前十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300270.SZ 中威电子 46.48% 002417.SZ 深南股份 -8.76% 

300379.SZ 东方通 29.03% 688088.SH 虹软科技 -7.63% 

300738.SZ 奥飞数据 28.83% 300687.SZ 赛意信息 -6.00% 

002537.SZ 海联金汇 27.69% 002212.SZ 南洋股份 -5.64% 

300579.SZ 数字认证 19.21% 300367.SZ 东方网力 -3.95% 

002530.SZ 金财互联 17.29% 600536.SH 中国软件 -3.60% 

300229.SZ 拓尔思 16.09% 688066.SH 航天宏图 -3.20% 

000662.SZ 天夏智慧 15.32% 300033.SZ 同花顺 -2.21% 

300468.SZ 四方精创 14.68% 002063.SZ 远光软件 -2.20% 

603232.SH 格尔软件 13.93% 600602.SH 云赛智联 -1.62%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3.1 公司公告 

本周，1）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江西方兴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

以及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建设项目办

公室发出的《成交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的成交供应商，中标金额分别为

106,018,000 元、8,593,200 元，合计共 114,611,200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16.56%，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和利润增长产

生积极影响。 

2）神州信息于 9 月 10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在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牵头，会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西城区、海淀

区等单位，联同部分重点高校、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领军企业，拟在北京金融

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内成立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研究院将围绕聚合资

源、技术共享、研发突破等方向，着力打造开放性、公共性、尖端性金融科技

公共研发平台，构建金融科技开放创新生态，形成目标导向、高效协同的一体

化研发体系。为促进金融科技行业共同发展，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神州数

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参与设立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并以自有资金

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作为研究院的开办资金。 

3）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人

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其受托管理的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账户的

增持情况告知函：中国人寿以其委托国寿资产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账户于 2019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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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1 日、2019 年 9 月 1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增持公司股份 999,938 股、6,596,426 股、

13,203,702 股、1,647,200 股，前述增加持股数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12%、

0.6014%、1.2037%、0.1502%。截至本次增持后，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2,063,7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749%。 

 

表格 3. 公司公告 

上市公司 公司主题 主要内容 

金智科技 

中标国家电网

公司等相关项

目 

公司于 9 月 10日下午发布公告称，近日，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 2019年第四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等项目，

累计中标金额为 4,431.16 万元。以上项目的中标，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输变电

产品、配电产品业务的销售业绩及品牌影响力。上述项目合同金额合计 4,431.16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 2.64%，项目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 

万集科技 
收到《中标通

知书》 

公司于 9 月 10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江西方兴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以及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消省界收费站

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发出的《成交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的成交供应商，中标金额分别为

106,018,000 元、8,593,200 元，合计共 114,611,200 元，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的 16.56%，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和利润增长产生积极影

响。 

神州信息 

捐赠资金参与

设立北京金融

科技研究院 

公司于 9 月 10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在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牵头，会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西城区、海淀区等单位，联同部

分重点高校、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领军企业，拟在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

范区内成立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研究院将围绕聚合资源、技术共享、研发突破等

方向，着力打造开放性、公共性、尖端性金融科技公共研发平台，构建金融科技开

放创新生态，形成目标导向、高效协同的一体化研发体系。为促进金融科技行业共

同发展，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参与设立

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并以自有资金捐赠人民币 200万元作为研究院的开办资金。 

金证股份 
股东股份质押

解除 

公司于 9 月 11日下午发布公告称，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月 11

日接到公司股东徐岷波先生的通知，其质押给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8,000,000 股公司股份于 2019 年 9 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日，徐岷波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77,326,471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徐岷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06%，

其中质押 29,864,931 股，占其本人持股的 38.6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0%。 

银江股份 
取得发明专利

证书 

公司于 9 月 11 日下午发布公告称，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2份：一种城市道路交叉口信号控制多目标优

化方法和一种道路拥堵预警及拥堵形成时间预测方法。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发挥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对公司

开拓市场及推广产品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公司技术的领先性，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中海达 

贵州天地通科

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

况 

公司于 9 月 12日下午发布公告称，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04 月完成了贵州天地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权收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现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天地通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0.9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2,518.51 万元，与业绩承诺数 2,400.00 万元相比超过 118.51 万元，完成截

止 2018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104.94%。天地通已完成了 2018年度承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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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元智慧 

公司享受国家

规划布局内重

点软件和集成

电路企业所得

税优惠 

公司于 9 月 12日下午发布公告称，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核查结果的公

示》，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认定为 2018 年度享受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

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根据《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 号）及《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规定，“国家

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可减

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万达信息 

持股 5%以上

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增持股

份 

公司于 9 月 12 日下午发布公告称，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收

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其受托管理的中国人寿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账户的增持情况告知函：中国人寿以其委托国寿资产管理的“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账户于 2019 年 9

月 9日、2019 年 9月 10 日、2019 年 9月 11 日、2019年 9月 1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增持公司股份 999,938 股、6,596,426 股、

13,203,702 股、1,647,200 股，前述增加持股数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12%、

0.6014%、1.2037%、0.1502%。截至本次增持后，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162,063,7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749%。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3.2 行业资讯 

本周，1）为了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维护良好网络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

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

草了《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工信部答复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 2678 号（社会管理类 184

号）提案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大协

同配合，推动数字家庭产业快速发展。一是做好数字家庭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地

实施；二是加快数字家庭产业重点标准制定及推广应用，加快研究制定智慧健

康养老设备产品及服务标准；三是持续推动数字家庭典型业务试点示范，继续

开展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作；四是鼓励数字家庭的硬件、软件、

内容、应用、服务平台等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生态系统的资源整合，打造

推动行业发展的生态体系环境。 

 

表格 4. 行业要闻 

新闻标题 主要内容 

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

《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

施工作方案》等 11 项文

件（财联社） 

习近平 9 月 9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营造更好发展

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

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

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的指导意见》、

《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平安中国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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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7 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techweb） 

9 月 9 日消息，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7.4 个百分点。1-7 月份增加值同比增长 9.1%，增速

比去年同期回落 3.5 个百分点。7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3%，增速同比回落 7.1 个百分点。1-7 月份，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增速

同比回落 2.3个百分点。计算机制造业方面，7月，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5%。主要产品中，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14.5%；其中，

笔记本电脑产量同比增长 13.3%，平板电脑产量同比增长 40.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就《网络生态治理规定》

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电

信网） 

为了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维护良好网络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构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现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商务部：1-8 月我国企业

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额

7860.9 亿元（央视新闻） 

商务部 12日下午召开 9月第 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 1-8 月，

我国服务外包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据商务部统计，1-8 月，我国企业签订服

务外包合同额 7860.9 亿元，执行额 5214.3 亿元，分别增长 5.4%和 14%。其中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744亿元，执行额 3142.9 亿元，分别增长 12.2%和 11.8%。 

中国信通院：2019全球

人工智能战略与政策观

察（中国信通院） 

为了解全球人工智能战略与政策情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数据

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编写了《全球人工智能战略与政策观察（2019）》，较全面梳理总结

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相关战略与政策情况，供各方参考交流，以共同推动人工

智能健康发展。 

工信部：推动数字家庭

产业快速发展 支持四

川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

（工信部） 

工信部答复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 2678 号（社会管理类 184 号）提案称，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大协同配合，推动数字家

庭产业快速发展。一是做好数字家庭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地实施；二是加快数字家庭产

业重点标准制定及推广应用，加快研究制定智慧健康养老设备产品及服务标准；三是

持续推动数字家庭典型业务试点示范，继续开展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

作；四是鼓励数字家庭的硬件、软件、内容、应用、服务平台等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实现生态系统的资源整合，打造推动行业发展的生态体系环境。 
资料来源：财联社，techweb，中国电信网，央视新闻，中国信通院，工信部，川财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行业景气度不及预期 

计算机行业景气度下滑，可能会带来全行业需求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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