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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板块短期走势仍偏乐观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市场反弹，计算机板块上涨 4.03%，同期沪深 300上涨 1.62%，板块

跑赢大盘。我们上周明确提出短期板块有望震荡向上，市场表现完全印

证了我们的判断。我们重点提示的次新股优博讯和持续首推品种恒华科

技都表现抢眼。当前时点，我们对板块短期走势仍偏乐观，临近年底，

成长股的估值切换以及高送转行情都将逐渐展开，细分领域重点看好计

算机 PPP、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消费金融板块，个股重点看好恒华科技、

天夏智慧、索菱股份、捷顺科技、绿盟科技、康耐特等。 

 

芯片巨头高通拟巨资收购恩智浦，意在补强车载芯片能力，车联网主题

有望持续发酵。近日，外媒消息称，高通正与恩智浦洽谈收购事宜，交

易金额高达 300 亿元，预计在未来三个月内达成。最新的公开消息显示，

双方在价格上的分歧并不大，高通是唯一买家。在恩智浦去年斥资 118

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飞思卡尔之后，新 NXP 遂成为全球最大的车用半导

体制造商，高通收购意图明显。另外，LTE-V2V 协议近日冻结，中国版智

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有望近期发布，车联网无人驾驶板块有望再获关

注。我们认为，在政策催化下，车联网有望成为下半年机会最大板块之

一，看好车联网无人驾驶产业链，包括智能车机、智慧停车、高精度地

图，环境感知、ADAS 等方向，重点推荐索菱（车联网第一股，智能汽车

潜在龙头）、捷顺（智慧停车龙头，有望与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结合）、

千方（V2X 核心标的）、四维（无人驾驶龙头，芯片级解决方案）、中海

达（高精度地图新锐，海洋信息化加速）。 

 

上周，财政部第三批 PPP 示范项目名单正式发布，要求一年内落地，智

慧城市、轨道交通、管网类项目明显增加，继续推荐计算机 ppp 主题，

首推天夏智慧。政府传统融资渠道受限，PPP 大行其道；PPP 模式唤醒智

慧城市新活力，解决智慧城市资金来源、项目回款等问题；新型智慧城

市强调互联互通，PPP 卡位数据金矿，政府大数据潜力巨大，智慧城市

PPP成主流模式，企业新一轮圈地不容错过，企业对智慧城市 PPP的积极

性明显提高；PPP不仅适用于基建、环保，智慧城市 PPP 项目加速落地。

关注获取订单能力强、运营经验丰富、细分领域盈利模式清晰的大格局

公司，重点推荐天夏智慧、易华录、中电鑫龙、银江股份、达实智能、

高新兴、佳都科技、飞利信、数字政通等公司。轨交信息化从竞争力和

弹性角度来看，受益公司主要包括达实智能、佳都科技、运达科技、银

江股份、辉煌科技、思维列控、华铭智能、华虹计通等。另外，PP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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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动基建投资，计算机板块广联达、捷顺科技是核心受益标的。（详

见之前发布的智慧城市和天夏智慧深度报告） 

 

板块方面，重点看好无人驾驶车联网、智慧城市、消费金融、云计算大

安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个股方面，中小市值重点推荐恒华科

技、捷顺科技、易华录、索菱股份、康耐特、齐心集团、丰东股份、银

信科技、中海达、汇金股份、东方通等，大市值重点推荐广联达、天夏

智慧、四维图新、用友网络、绿盟科技、千方科技、东方网力、蓝盾股

份、常山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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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重点新闻： 

 习近平：建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 

 百度升级云计算品牌，云盘改名网盘将提供智能推荐服务。 

 华为投入百万美金与加州大学合作人工智能。 

 一年一度的云计算盛会开场，今年的云栖大会规模更大更好玩。 

 AMD 与阿里云达成战略合作，联合发布弹性 GPU 云计算产品。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拓尔思：与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众思壮:投资564万欧元实施海外渠道拓展项目。东华软件：与IBM签署

软件许可和联合开发协议。康欣新材：投资6200万新设公司，打造新盈

利点。天喻信息：收到1,410,000元政府补助资金，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净利润同比增长370%—385%。旋极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

增长460%-490%。海康威视：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28.65%。银信科技：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43.86%-53.55%。东方通：前三季度

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38.21%-166.57%。海联讯：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亏损1700万元-2000万元。信息发展：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

比增长120%-200%。汉得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上升

11%-16%。光环新网：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168.22%-195.04%。科大讯飞：修正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后预计净利

润同比增长20%-40%。三六五网：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增长

0%-20%。同有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上升145%-170%。高

新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上升221.83%-230.04%。盛天网络：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6.75%-35.29%。全志科技：前三季

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30%-50%。运达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净利润同比增长5%-25%。东方网力：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

长50%-70%。恒华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0%-70%。

拓尔思：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0%-10%。潜能恒信：前三

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45%-165%。汉得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1%-16%。万达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

比增长15%-20%。数码视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0%-10%。

数字政通：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20%-40%。神州泰岳：前

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80%—110%。海虹控股：前三季度业绩

预告，净利润亏损约8,500万元-9,000万元。朗玛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净利润同比增长0%-5%。华鹏飞：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

长130%-155%。北信源：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20%。天

玑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20%。光一科技：前三

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15%。佳创视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净利润同比下降1,070%-1,100%。恒泰艾普：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

同比下降80%-100%。兆日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下降

40%-20%。华宇软件：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30%-40%。世

纪瑞尔：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亏损1,512.39万元-2,046.17万元。

数字政通：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20%-40%。绿盟科技:前

三季度业绩预告 ，盈利1000万-1500万元。长城电脑：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净利润1,300万元－2,700万元。赛为智能：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

利润同比增长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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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市场反弹，计算机板块上涨 4.03%，同期沪深 300 上涨 1.62%，板块跑赢大盘。我们上

周明确提出短期板块有望震荡向上，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我们的判断。我们重点提示的次新

股优博讯和持续首推品种恒华科技都表现抢眼。当前时点，我们对板块短期走势仍偏乐观，

临近年底，成长股的估值切换以及高送转行情都将逐渐展开，细分领域重点看好计算机 PPP、

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消费金融板块，个股重点看好恒华科技、天夏智慧、索菱股份、捷顺科

技、绿盟科技、康耐特等。 

 

芯片巨头高通拟巨资收购恩智浦，意在补强车载芯片能力，车联网主题有望持续发酵。近日，

外媒消息称，高通正与恩智浦洽谈收购事宜，交易金额高达 300 亿元，预计在未来三个月内

达成。最新的公开消息显示，双方在价格上的分歧并不大，高通是唯一买家。在恩智浦去年

斥资 118 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飞思卡尔之后，新 NXP遂成为全球最大的车用半导体制造商，

高通收购意图明显。另外，LTE-V2V 协议近日冻结，中国版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有望近

期发布，车联网无人驾驶板块有望再获关注。我们认为，在政策催化下，车联网有望成为下

半年机会最大板块之一，看好车联网无人驾驶产业链，包括智能车机、智慧停车、高精度地

图，环境感知、ADAS 等方向，重点推荐索菱（车联网第一股，智能汽车潜在龙头）、捷顺（智

慧停车龙头，有望与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结合）、千方（V2X 核心标的）、四维（无人驾驶

龙头，芯片级解决方案）、中海达（高精度地图新锐，海洋信息化加速）。 

 

上周，财政部第三批 PPP示范项目名单正式发布，要求一年内落地，智慧城市、轨道交通、

管网类项目明显增加，继续推荐计算机 ppp 主题，首推天夏智慧。政府传统融资渠道受限，

PPP 大行其道；PPP 模式唤醒智慧城市新活力，解决智慧城市资金来源、项目回款等问题；

新型智慧城市强调互联互通，PPP 卡位数据金矿，政府大数据潜力巨大，智慧城市 PPP 成主

流模式，企业新一轮圈地不容错过，企业对智慧城市 PPP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PPP 不仅适用

于基建、环保，智慧城市 PPP 项目加速落地。关注获取订单能力强、运营经验丰富、细分领

域盈利模式清晰的大格局公司，重点推荐天夏智慧、易华录、中电鑫龙、银江股份、达实智

能、高新兴、佳都科技、飞利信、数字政通等公司。轨交信息化从竞争力和弹性角度来看，

受益公司主要包括达实智能、佳都科技、运达科技、银江股份、辉煌科技、思维列控、华铭

智能、华虹计通等。另外，PPP 模式直接推动基建投资，计算机板块广联达、捷顺科技是核

心受益标的。（详见之前发布的智慧城市和天夏智慧深度报告） 

 

板块方面，重点看好无人驾驶车联网、智慧城市、消费金融、云计算大安全、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领域；个股方面，中小市值重点推荐恒华科技、捷顺科技、易华录、索菱股份、康耐

特、齐心集团、丰东股份、银信科技、中海达、汇金股份、东方通等，大市值重点推荐广联

达、天夏智慧、四维图新、用友网络、绿盟科技、千方科技、东方网力、蓝盾股份、常山股

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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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一）板块表现回顾 

上周（10 月 10 日-10 月 14 日），计算机行业板块上涨为 4.03%，市盈率为 61.28X

（TTM）。同期沪深 300 上涨为 1.62%，市盈率为 13.07X（TTM）。创业板指上涨为

2.06%，市盈率为 49.42 X（TTM）。 

（二）个股涨跌情况 

表 1：计算机板块上周涨跌幅前十个股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300458.SZ 全志科技 23.92  002512.SZ 达华智能 -2.22  

600571.SH 信雅达 17.29  600601.SH 方正科技 -2.07  

300380.SZ 安硕信息 16.40  002373.SZ 千方科技 -1.29  

002439.SZ 启明星辰 12.93  000948.SH 内地地产 -0.81  

300231.SZ 银信科技 12.55  000681.SZ 视觉中国 -0.67  

300451.SZ 创业软件 12.06  300311.SZ 任子行 0.00  

002027.SZ 分众传媒 11.64  002280.SZ 联络互动 0.00  

300085.SZ 银之杰 10.83  002642.SZ 荣之联 0.00  

300042.SZ 朗科科技 10.59  002090.SZ 金智科技 0.11  

002474.SZ 榕基软件 10.41  002253.SZ 川大智胜 0.39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1：过去 5 年计算机相对沪深 300 估值走势 
 

图 2：近 2年计算机相对沪深 300 估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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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要闻一周回顾 

（一）云计算大数据 

习近平：建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 

新京报 10月 10 日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 9日下午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

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

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

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

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天山云”乌鲁木齐云计算产业基地开工奠基 

央广网 10月 10 日消息，新疆“天山云”计划核心园区——乌鲁木齐云计算产业基地 10 月 10

日开工奠基, “天山云计算科技大厦”“丝绸之路交易中心”全面开工建设。该基地建成后

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五大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现代信息服务支撑。乌鲁木齐云

计算产业基地（一期）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246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为 47

万平方米，共规划 9块项目用地，机柜数达到 6000台以上，总投资超过 50亿元。基地建设

的重点项目有“天山云计算科技大厦”“丝绸之路交易中心”“丝绸之路天山云信息港”“IDC

数据中心”“新疆天山云计算综合平台”“天山媒体云文化科技支撑基地” “互联网+农业

和信息安全云产业园”“高通云”等项目。乌鲁木齐云计算产业基地采取一次性整体开发建

设，整体投入运营的模式推进，预计 2018年整体投入运营，快速形成规模。 

 

中国电信云计算重庆基地建成 

人民邮电报 10月 10日消息，经过 16个月的艰苦奋战，中国电信云计算重庆基地（一期）近

日如期建成，为全面投入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该基地目前为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高端云计

算基地，是中国电信在西南地区重要的数据中心和网络中心。作为重庆两江新区的挂牌项目

和市公司重点项目，中国电信云计算（重庆）基地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

占地面积 154亩（10万平方米），于 2015年 4 月 28日正式开工，主要由云计算机楼、生产

调度楼、其他配套建筑和绿地空地构成，全部建成后将形成 10000 个服务机架、10万台服务

器的运营规模，可全方位为客户提供云托管、公有云、私有云、行业云等各类服务。 

 

百度升级云计算品牌，云盘改名网盘将提供智能推荐服务 

腾讯科技 10 月 11日消息，百度公司宣布，对旗下百度云计算品牌进行升级，通过此次品牌

升级，百度将整合旗下云计算产品架构和服务能力，面向个人的云服务回归“百度网盘”的

产品名称；原面向企业的“百度开放云”则正式启用“百度云”品牌，面向企业商务服务。

升级后，原面向企业的“百度开放云”正式启用“百度云”品牌，“百度云盘”个人云服务

正式更名为“百度网盘”。在未来，百度网盘除了为用户提供存储及分发服务之外，还将基

于用户喜好推荐感兴趣的新闻等内容。百度表示，云计算品牌升级已经在 11日早些时候全部

顺利完成，并与现有业务和用户体验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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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焦国人血管健康，搭科技创新平台建国家级大数据 

中新网 10月 11 日消息，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泛血管基金正式设立；同日，复旦大

学泛血管医学研究院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复旦大学泛血管医学研究院院长、生物医学研究院

院长、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中科院院士葛均波担任负责人。上海将致力于搭建重大血管疾病

科技创新大平台，建立血管疾病国家级大数据，整合血管及其相关疾病大学科，遏制泛血管

健康危机的蔓延，推进血管大健康产业发展；同时打造针对中国患者人群特点的“创新型血

管诊治理念、技术和器械产品‘孵化器’中心”。泛血管基金将支撑以“泛血管”为平台的

交融式研究模式，将系统解决泛血管疾病发生、发展及靶器管损害修复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以有效遏制泛血管健康危机的蔓延。 

 

新疆召开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发展大会，力推云计算发展 

中国经济网 10月 12日消息，“云汇天山·数聚丝路”2016年新疆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发展

大会昨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称将把新疆建设成国家重要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国家重要基

础信息资源的战略备份基地。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信委主任胡开江说，2011年，新疆

将云计算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启动实施“天山云”计划，已编制完成了《“天山云计

划”战略规划》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计算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产业发展方向、

目标和产业实现路径以及配套保障措施。目前新疆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西向国际电信网络枢纽，

乌鲁木齐成为欧亚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节点，新疆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三个国家实现光缆系统对接。 

 

一年一度的云计算盛会开场，今年的云栖大会规模更大更好玩 

杭州日报 10 月 13日消息，今日，2016杭州・云栖大会在云栖小镇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年

大会主题为“飞天·进化 Apsara Evolution”。“飞天”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大规模计算操作

系统，目前正在为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计算服务。本次大会有近 4万名“云端”高

手参会，4天 10场峰会、90 余场产业与技术论坛、超过 600个演讲主题，数万平方米创新展

览体验。除了大会规模比去年翻倍，阿里技术天团更是首次齐亮相。云栖大会还将集中展示

一系列人工智能产品。 

 

浪潮与湖南省政府签署云计算、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 

数据观 10月 13 日消息，10月 12 日上午，浪潮与湖南省政府签署云计算、大数据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积极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领域实现深入应用，加快湖南省

智慧城市建设。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达哲，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孙丕恕出席签约仪

式。湖南省副省长张剑飞、浪潮集团副总裁迟延坤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托浪

潮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在湖南合作建设大规模、高等级、服务化、节能型的云计算中心，

面向中部各省区、各领域提供云服务，并探索基于云计算的政务信息化建设运营新模式。与

此同时，双方还将联合打造大数据平台及大数据创新创业中心，整合、开放政府及互联网数

据资源，持续推进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信息惠民，提高政府社会治理

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 

 

国家天文台与阿里云结盟共同挖掘天文大数据 

国家天文台 10月 13日消息，10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与阿里云计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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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裁胡晓明在“2016杭州·云栖大会”上共同发布了双方缔结战略合作的消息。双方将

充分利用各自在天文学、云计算大数据领域的优势，共同开展跨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合作，提

升我国天文学领域的基础科研能力，拓展云计算大数据最新研发成果在前沿科学领域的推广

应用。 

 

AMD 与阿里云达成战略合作，联合发布弹性 GPU 云计算产品 

中国网科技 10月 14日消息，今日在 2016杭州·云栖大会上，全球芯片巨头 AMD和阿里云联

合宣布，将为阿里云的客户提供基于 AMD GPU 的弹性计算 GPU系列产品。阿里云作为国内最

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其弹性计算家族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将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更丰富

的高性能计算选择。阿里云即将正式发布的弹性计算 GPU 系列产品，无论是在深度学习，VR，

3D 渲染领域，还是金融分析 、气象分析、地质分析，计算化学、动力学模拟、基因工程等行

业，都将获得高效的计算服务和出色的人机交互能力。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福田携手百度，无人驾驶超级卡车年底上路 

新浪汽车 10 月 10日消息，福田汽车集团在与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就车联网、大数据、

智能汽车和无人驾驶展开全面合作，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互联网商用汽车。双方还将结

合车联网、物联网等智能化高科技手段，通过整合商用车大数据，共同研究打造个性化的数

据产品，为用户提供高效的服务及增值产品。无人驾驶超级卡车和车联网是本次合作两大核

心内容，福田汽车将与百度展开无人驾驶技术方面的合作是基于百度高精度地图的 level3 自

动驾驶技术。 

 

谷歌再增百辆无人驾驶小货车，部分在山景测试 

亿邦动力网 10月 10日消息，据科技媒体 Electrek 报道，日前，谷歌曝光了一组无人驾驶小

货车的测试照片。Electrek 称，谷歌正通过与菲亚特的合作，为新增的一百辆作为无人驾驶

车的帕奇菲卡车安装了传感器设备。目前部分车辆已在美国山景城展开测试。当特斯拉的自

动驾驶车队用一年时间就跑完 2.2 亿英里时，历经七年时间才上路的谷歌无人车上个月刚刚

行驶 200 万英里。Electrek 表示，谷歌的无人车无法目前尚无法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同日而

语，谷歌正借助合作伙伴菲亚特-克莱斯勒加快部署无人车计划，并将建立一支帕奇菲卡无人

车车队。克莱斯勒的新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作为第一批原型车日前已经在美国山景市曝光。 

 

无人驾驶不断有人入局：美国加州又批准两家公司测无人车 

新浪科技 10 月 10日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部门近期批准法雷奥北美公司和 Wheego 电

动车在加州开展无人车测试。至此，有 17家公司可在加州上路测试无人车。根据许可要求，

这两家公司在测试无人车时应使用一辆汽车和 4 个司机组成的团队。法雷奥北美公司是法国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雷奥公司旗下机构，目前已在巴黎开始测试自动驾驶汽车。Wheego 是一

家致力于无人车设计和销售的公司，其测试车准备使用中国制造汽车，并配备美国电池和发

动机。目前，特斯拉、通用汽车旗下的 Cruise、Drive.ai 以及百度等公司已被批准在加州测

试无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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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次路测无人驾驶汽车，力争 2020年使用 

新浪科技 10 月 11日消息，无人驾驶汽车本周二将首次在英国的公共道路上载客，该国希望

通过类似的试点项目在 2020 年左右让无人驾驶汽车真正可以上路行驶。本周二，由牛津大学

剥离出来的 Oxbotica公司开发的两座汽车将会在英国南部小镇米尔顿肯恩斯上路测试英国政

府将鼓励科技公司、汽车厂商和创业公司在该国开发和测试自己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以期

构建一个服务于全球的行业——据估计，这一行业到 2025 年的规模可达 9000亿英镑（1.1万

亿美元）。 

 

全国车联网产业创新联盟筹建 

中国交通新闻网 10 月 12日消息，日前，2016中国通信技术与车联网发展论坛暨车联网产业

链合作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会上启动了“筹建中国智慧交通车联网产业创新联盟”工作，联

盟将围绕智慧交通建设和车联网产业发展，整合交通、信息通信、金融等资源，促进跨领域、

跨部门的产业深度融合。论坛由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重庆市南岸区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

10 余名企业代表围绕“车联未来·行业应用”作主题报告，分享车联网的创新发展之路，分

析车联网在智慧交通、物流运输、保险、共享经济等领域融合发展的机遇及挑战。 

 

布局车联网，长安与华为签署合作协议 

腾讯汽车 10 月 13日消息，长安汽车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车联网、智能汽车、国际化业务拓展、流程信息化、信息化建设等领域协同创新，展开跨

界合作。而不久前，华为和另一家自主车企东风汽车公司也签订了关于车联网领域合作的协

议。根据协议，在车联网和智能汽车领域，长安汽车与华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在

车联网平台、车载通信设备、车机、多屏互动、移动终端、芯片、系统应用及商业模式等领

域开展业务合作。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副院长孔凡忠介绍，华为将参与长安 inCall 智能行

车系统的下一步升级，打造一云多屏体系。新版 3.0 inCall 系统预计明年推出，装配于逸动

（参配、图片、询价） 、CS75等车型。 

 

比亚迪无人驾驶技术率先应用于轨道交通 

中金在线 10 月 13日消息，今日，比亚迪在深圳坪山比亚迪总部六角大楼举办首列跨座式单

轨“云轨”通车仪式，正式撬动继 IT、汽车、新能源三大产业之后的轨道交通第四大产业。

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 13 日表示，该企业在五年前已在启动轨道交通研发，技术现已成

熟，二十多个城市对这一新型城市交通技术以及解决方案感兴趣，并正在洽谈中。其中，第

一个订单落于汕头，长 250公里。 

 

蔚来汽车获加州无人驾驶测试牌照 

腾讯汽车 10 月 14日消息，蔚来汽车宣布其已于近日取得由加州政府颁发的无人驾驶汽车测

试牌照，与谷歌、特斯拉等企业一道，成为早期获得该牌照的公司。蔚来汽车的技术能力获

得认可，跻身硅谷无人驾驶技术研发第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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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无人驾驶充气船实现自我导航避障 

雷锋网 10月 14 日消息， 两天前，在英国的海岸线上进行的一场机器人军事演习。在这场

大型演习中，五百艘无人驾驶充气船闪亮登场。它们是英国 BAE 系统公司花了 140 万英镑，

强势打造的一款时速可达 86 千米、可连续工作 12小时的无人驾驶充气船 P950。它的主要用

途是搜寻那些漂洋过海来英国的难民船，侦查船上是否存在持刀、冒充难民的从事违法勾当

的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无人驾驶充气船 P950 具备了全自动功能，这意味着来自精锐部队的

陆战士兵和海军只要按下一个小小的开关，再给定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后，它就会自行选择合

适的路线，单枪匹马地执行秘密任务，不需要另配人手一路紧随。在这整个过程途中，P950

可以实现自我导航和避障。 

（三）物联网 

保护物联网安全，欧洲正推行新安全标准 

中关村在线 10月 10日消息，日前，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新的网络安全标准，该标准主要针

对物联网设备。如网络摄像机、路由器等智能设备，许多智能设备的安全等级非常低，容易

被黑客入侵。委员会将会对市场上所有连接互联网的设备，推行新的安全标准，划分网络安

全等级。现在非常多的物联网设备在人们家中使用，但是大家对它们的网络安全等级毫不关

心。正是因为如此，欧盟委员会将会推行新的安全标准，提升物联网设备的安全等级。一些

物联网设备生产厂商，也承诺将推出更新固件来封堵设备的漏洞。对于家中的一些物联网设

备，应经常查看有无重要更新，及时升级产品固件。知名调查机构 Garter 预计到 2020年，

全球接入互联网的物联网设备将有 20亿台，安全问题不得不被重视。 

 

世界物联网大会：物联网推动智慧环保能源新经济 

央广网 10 月 11 日消息，10 日下午，世界物联网大会·智慧环保与能源论坛在北京举行。世

界物联网大会执行主席何绪明在论坛上表示，搭建世界物联网大会平台，即是要凝聚全球的

环保能源专家学者、政治家、企业家和行业精英志士，共同解决环保能源相关问题，组建相

关产业中心和基金以支撑环保能源的研发、开发及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在本次世界物联网大

会·智慧环保与能源论坛上，还成立了物联网创新联盟·智慧环保产业发展中心、物联网创

新联盟·智慧能源产业发展中心及物联网智慧环保发展基金筹委会、物联网智慧能源发展基

金筹委会。 

 

全球首个窄带物联网激活，行业步入加速推广期 

中国证券网 10月 12日消息，德国电信近日宣称，公司已经在德国激活全球首个完全标准化

的 NB-IoT（窄带物联网）。据了解，德国电信计划在 10 月 20日举行的关于技术和智能停车

服务新闻演示中，进一步公布其 NB-IoT 战略，华为和德国电信荷兰子公司 T-Mobile 荷兰也

将参加此次示范。目前包括英国沃达丰集团在内的全球主要运营商都已承诺发展 NB-IoT技术。

机构认为，国内 NB-IoT 的行业标准将于今年底发布，2017年初有望规模化商用。市场研究机

构 Gartner 预测，到 2020年，全球物联网终端数量将达到 260 亿台，销售收入将达 3000亿

美元。去年我国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7500 亿元，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物联网行业年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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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将达 30%左右，2018 年物联网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超过 1.5万亿元。随着标准的制定以及运

营商的部署，NB-IoT行业将率先在智能水表、可穿戴设备等领域取得应用。 

 

徐工互联网+制造 3DPUB 三维发布物系统成功上线 

中华机械网 10月 13日消息，近日，3DPUB 三维发布物数字化设计研究与应用项目上线汇报会

成功召开，集团副总经理李锁云、道路事业部总经理王庆祝以及首批共同推进的重型、道路、

履带吊、随车领导及项目骨干等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该项目由徐工集团联合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共同开发，对标卡特彼勒 SIS系统，聚焦“技术领先”，基于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一机

一档一册的图册和结构化的手册。通过数据的分析和比较，能够为徐工全球客户提供优质的

服务数据，确保售后服务的准确性，并可将服务数据反馈设计端，为产品的精准定位与设计

提供依据。 

 

德国 Here 向阿里云客户提供地图物联网服务 

和讯网 10月 14 日消息，德国数码地图服务供应商 Here 公布，将向阿里云客户提供定位平台

之物联网服务。Here指出，其服务覆盖近 200个城市，客户可自订用户解决方案，应用于不

同类型的物件上，如提供实时交通及行人等数据。 

 

世纪鼎利拟 6.66 亿并购一芯智能，进军物联网领域 

金融界网站 10月 14日消息，世纪鼎利拟以 12.31 元/股发行 37，871，649股股份，并支付

现金 1.998 亿元，合计作价 6.66 亿元收购一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

拟以 12.73 元/股向华夏人寿、广发原驰.世纪鼎利 1号定向资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 4.6 亿元。一芯智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工业机器人(行情 24.18 +0.46%,买入)

装备、RFID电子标签和智能设备及物联网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8 家银行测试区块链原型模拟美债交易 

FX168 财经报社(香港)10月 10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称，区块链联盟 R3CEV 的 8 家银行成员已

经成功测试了一个区块链原型，模拟了美国国债的交易过程。R3CEV 表示，本次测试使用了亚

洲、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非云端节点，这些节点是由银行、R3CEV 和英特尔所运行的。据

悉，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荷兰商业银行、汇丰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法国兴业银行、道富

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和联合信贷银行参与了本次测试。 

 

美联储关注区块链发展 

中国证券报 10月 11日消息，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日前表示,美联储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将对

金融创新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使用进行“全方位分析”,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研究报

告。美联储是最新一家关注到区块链进展的美国联邦机构。此前美国货币监理署在今年春季

曾发布报告,指出了管理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主要原则,表示监管当局在核查风险的同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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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金融科技领域“负责任的创新”。 

 

微软携手美国银行发力区块链 

中国证券网 10月 12日消息，据科技日报援引外媒报道，微软和美国银行旗下的美林证券近

日宣布共同合作，利用区块链进行金融贸易，提高交易效率。微软和美林证券都表示金融交

易过程大多都要员工进行手工操作，因此成本高耗时长。区块链技术可以数字化金融交易，

使过程自动化，快速分析审核数据。微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Amy Hood 在声明中说道：“有了

云服务平台的区块链技术，微软就能够和美国银行旗下的美林证券进行完美合作，我们的目

的是提高交易效率，减少资金运作过程中的风险。” 

 

蚂蚁金服拟打造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益平台 

中国证券网 10月 13日消息，蚂蚁金服首席架构师童玲今日在 2016·杭州云栖大会上表示，

蚂蚁金服计划用区块链技术打造一个泛公益平台，实现公益属性金融资产的展示与交易。除

了打造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泛公益平台，童玲表示蚂蚁金服还将针对基金会等 NGO组织、审计

机构和监管机构，推出“阳光账本”这一产品，通过开放的公共账本，实现资金链条的公开

透明。 

 

区块链白皮书将发布,行业发展再获推动 

金融界网站 10月 14日消息，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白皮书有望近期发布，该白皮书将对区块链

技术演进和国际标准进行阐述，并且提供了各种政策和技术建议。另外，由工信部指导的“区

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论坛成立大会”将于 10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有机构认为，区块链对于

解决中心平台垄断、信息不对称等行业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在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

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五）其他 

三星 Note7 陷停产风波 

央广网 10月 10 日消息，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韩国三星 note7 系列起火和爆炸事

故的后遗症还在延续。有韩国媒体报道，三星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星电子决定暂停 note7

手机的生产。对此，中国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称，“只是媒体报道”，官方并没有发布相关

信息。据了解，美国运营商 AT&T和 T-Mobile接连宣布出于安全担忧，将全面停止 Galaxy Note7

的销售。由于锂离子电池瑕疵容易导致手机过热甚至烧伤用户，三星从上月开始召回 Galaxy 

Note7。航空公司也禁止乘客在飞机上使用该手机。 

 

阿里云栖大会即将召开，人工智能或成盛会主角 

金融界股票 10月 11日消息，10月 13日至 16日，2016 杭州•云栖大会将在云栖小镇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云栖大会由阿里巴巴集团与杭州市政府联合主办，预计将有 4万“云端”高手

参会、4天超过 450 个演讲主题，本届云栖大会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云计算科技盛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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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云栖大会的音乐会曲目竟是人工智能所选，此外，大会还将开辟人工智能专场。

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已受到阿里巴巴高度关注，蚂蚁金服副总裁漆远介绍，蚂蚁金服已经将人

工智能运用于互联网小贷、保险、征信、资产配置、客户服务等多个领域。 

 

华为投入百万美金与加州大学合作人工智能 

猎云网 10月 12 日消息，华为宣布将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投入 100万美元初始资金

专注于人工智能研究，以推动未来如何更好地利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其他领域的 AI。

机器学习已经成为许多公司的核心部分，计算机视觉正在应用于面部识别技术，AR，VR等领

域。AI已经成为许多科技公司下一代设备和服务的核心部分。AI 成为主流的背景下，人才就

显得格外重要，这是众多公司面临的挑战。 谷歌，苹果，亚马逊和 Facebook 等巨头一直在

努力，不仅在内部积极研发，并且一直与大学紧密合作，保持人才储备，推进内部工作。 

 

杭州启用“城市大脑”，首度用人工智能治理城市 

证券时报网 10月 13日消息，10月 13日，在 2016云栖大会上，杭州市政府公布了一项计划，

在杭州这座城市将安装一个人工智能中枢——杭州城市数据大脑。这个城市大脑将用于解决

杭州交通拥堵等问题，目标是让数据帮助城市来做思考和决策，将杭州打造成一座能够自我

调节、与人类良性互动的城市。据悉，城市大脑的内核采用阿里云 ET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

整个城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自动调配公共资源，修正城市运行中的 Bug，最终将进化成为能

够治理城市的超级人工智能。 

 

惠普公司宣布将在三年内裁员 4000 人 

腾讯证券 10 月 14日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已从前惠普（Hewlett-Packard Co.）分拆出来的

惠普公司（HP Inc.）称，为应对电脑及打印机市场需求不断下滑，未来三年内公司将削减 3000

至 4000 个相关工作职位。惠普预计，在截至 2017 年 10 月的财年里自由现金流为 23 亿-26 亿

美元，将略低于分析师预期，但计划向投资者返还丰厚资本。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拓尔思：与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确立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予以长期保持。双方同意就梅泰诺SSP平台中国区域研发

及商用项目开展深入长期合作，并根据需要扩大和收缩合作范围，增加和减少合作内容。双

方的本次合作有助于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协同，有助于双方在互联网营

销等领域深入发展，提高双方经济效益，实现互利共赢。 

 

合众思壮:投资564万欧元实施海外渠道拓展项目 

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广州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思拓力”或买方）

与米德莱有限责任公司（Midarex s.r.l.）（以下简称“米德莱”）及大卫·埃尔巴先生（David 

ErBA）（以下简称“埃尔巴先生”）（共同称为“卖方”）签署股权购买协议，收购卖方所

持有的Stonex s.r.l.公司60%的股份，收购金额56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150.870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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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双方已于2016年10月5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本

次收购为合众思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项目之一“海外渠道拓展项目部分内容”等相

关文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经合众思壮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合众思壮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标的资产已过户，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9月27日上市。 

 

东华软件：与IBM签署软件许可和联合开发协议 

东华软件与IBM签署《软件许可和联合开发协议》，双方将建立联合团队，共同开展针对精准

医学的医学数据分析与转化方面联合开发。利用IBM将授予东华软件的近年来在精准医疗研究

方面的技术成果与知识产权，以及东华软件在数字化医疗应用系统的强大开发能力，IBM和东

华软件将展开为期三年的有关精准医疗新技术的联合研发，共同打造一个精准医疗科研分析

平台。 

 

康欣新材：投资6200万新设公司，打造新盈利点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计划与施军、何滔、陈建祥、黄磊共同设

立新公司湖北天欣木结构房屋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天欣公司”）。天欣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

万元人民币，天欣公司将主要从事木结构房屋制造（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天欣公司拟充分利用公司在定向结构板材领域的优势，打造新的盈利点，沿林板一体化纵向

产业链这条经营主线，逐步探索多元发展道路。 

 

天喻信息：收到1,410,000元政府补助资金，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370%—385%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收到武汉市2016年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补贴资金1,410,000元。自2016年8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关于收

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至今，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2,281,113.94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32.61%。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370%—385%，盈利3000万元—3100万元。 

 

旋极信息:公布201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460%-490% 

公司公布201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区间，2016年1-9月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9,177-20,204万

元，同比增长460%-490%，其中第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9,178-10,205万元，同比增长

557%-631%。 

 

海康威视：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28.65% 

海康威视发布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营业收入211.36亿元，同比增长26.7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8.50亿元，同比增长28.6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54亿元，同

比增长385.18%，基本每股收益0.81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3.69%。截止报告期末，公司

普通股股东总数为88，000户，比6月底的95353户大幅降低。 

 

银信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43.86%-53.55%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上升43.86% -53.55%，第三季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50% -80%。预计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和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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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会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多。 

 

东方通：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38.21%-166.57%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上升138.21%至166.57%，盈利在4,200万元至

4,700万元之间，上年同期盈利为1,763.16万元。 

 

海联讯：预计前三季度业绩亏损1700万元—2000万元 

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700万元— 2000万元，去年同期亏损493.77

万元。预计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50万元—650万元，去年同期盈利

461.52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造成营业利润下降较多，但综

合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略有提高，本地化营销模式实现了销售费用的大幅降低。综上原因，

2016年前三季度预计亏损1700万元—2000万元。 

 

信息发展：预计前三季度业绩扭亏为盈，净利润同比增长120%-200% 

报告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内，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万元至230

万元之间，比上年同期增长120% 至200%。上年同期亏损231.73万元。 

 

汉得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上升11%-16%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上升11%-16%，盈利16,400万-17,000万，

去年同期14,717.64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同比上升

13%-18%，盈利15,000万-15,600万，去年同期13,245.86万。 

 

光环新网：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168.22%-19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68.22%-195.04%，盈利20,000万元

-22,00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7,456.53万元。 

 

科大讯飞：2016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20%-40%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2016年8月13日公布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2016年1-9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40%—90%，2016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为31,310.72万元—42,493.12万元。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0%—40%，盈利：26,837.76万元—31,310.72万元。 

 

三六五网：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增长0%-2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增长：0%-20%，盈利7676.16万元— 

9211.39万元，上年同期盈利7676.16万元。 

 

同有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上升145%-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上升145%-170%，盈利6,270.75万元-6,910.62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559.49万元。 

 

高新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上升221.83%-2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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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上升221.83%-230.04%，盈利19,610.87万元

-20,110.87万元，上年同期盈利6,093.49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

比上年同期增长224.49%-249.84%，盈利6,400.00万元-6,900.0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972.35

万元。 

 

盛天网络：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6.75%-35.29%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6.75%-35.29%，盈利6300万-7300

万。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38.36%-96.01%，盈利2400万

-3400万。 

 

全志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30%-5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30%-50%，盈利12,716.56万元

-14,672.95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95%—115%，盈利

6,858.82万元—7,562.29万元。 

 

运达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25%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25%，盈利6,851万元—8,155.5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6,524.49万元。 

 

东方网力：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0%-7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0%-70%，盈利10,315.09万元–

11,690.44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6.32% - 75.04%，

盈利3,565.75万元–4,941.10万元。 

 

恒华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0%—7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0%-70%，盈利4,167.38万元—

4,723.03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45% —115%，盈利

1,185.53万元—1,757.86万元。 

 

拓尔思：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0% -1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0%-10%，盈利4,273.95万元

-4,701.30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5.41%-80.24%，

盈利2,674.68万元-3,102.03万元。 

 

潜能恒信：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45%-165%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45%—165%，盈利781.03万元—

1,128.15万元。上年同期亏损1,735.61万元。 

 

汉得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1%-16%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1%-16%，盈利16,400万-17,000万。

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16%，盈利5,886万-6,48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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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5%-2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5%-20%，盈利8,684万元-9,061万

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3%-21%，盈利5480万元-5857

万元。 

 

数码视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0%-1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0%-10%，盈利13,656.45万元

-15,022.10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60%-90%，盈利

4,123.17万元-4,896.26万元。 

 

数字政通：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20%-4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0%-10%，盈利5,078.99万元

-5,925.49万元。上年同期盈利为4,232.49万元 

 

神州泰岳：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80%—11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80%-110%，盈利

32,240.29—37,613.67万元。上年同期盈利为17,911.27万元。 

 

海虹控股：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亏损约8,500万元-9,000万元 

前三季度，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8,500万元-9,000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97,029,875.21元。基本每股收益亏损约0.0946元-0.1001元，上年同期亏损0.1080元。 

 

朗玛信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0%-5%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0%-5%，盈利6,067.70万元–

6,371.09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20% - 10%，盈利

2,061.90万元–2,319.64万元。 

 

华鹏飞：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130%-155%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30%-155%，盈利 6,705.05 万元–

7,433.86 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30%-185%，盈利

3,215.16 万元–3,984.05 万元。 

 

北信源：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2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20%，盈利 2,119.51 万元

-2,422.29 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37.61%-8.88%，

盈利 406.33 万元-709.12 万元。 

 

天玑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2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30%-50%，盈利 4,660.45 万元

-5,377.44 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 5%-25%，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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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2 万元-1,191.33 万元。 

 

光一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5%-15%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15%，盈利 2,389.40 万元

-2,616.97 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 10%-20%，盈利

1,740.29 万元-1,898.50 万元。 

 

佳创视讯：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下降1,070%-1,10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1,070%-1,100%，亏损 1,326.93 万

元 -1,360.95 万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亏损 113.41 万元。 

 

恒泰艾普：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下降80%—10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80%—100%，盈利 0万元—1,289.93

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亏损 118.14 万元—1,408.07 万元，

盈利 1,263.52 万元。 

 

兆日科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下降40%-2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40%-20%，盈利 1,968.22 万元

-2,624.30 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475.50 万元-1,131.58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 1,100.90 万元。 

 

华宇软件：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 30% -40%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30% -40%，盈利 17,776.49 万元–

19,143.91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13,674.22 万元。 

 

世纪瑞尔：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亏损 1,512.39 万元-2,046.17 万元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512.39 万元-2,046.17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4,154.58 万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588.46 万元-2,149.10 万元，

上年同期盈利 2,546.38 万元。 

 

数字政通：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20%-40% 

第1次2016年三季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略增，预计净利润约5078.99万元-5925.49万元,增长

20%-40%。 

 

绿盟科技:201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盈利1000万-1500万元 

绿盟科技预计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1000万元–

1500万元。 

 

长城电脑：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1,300万元－2,700万元 

2016年三季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扭亏为盈，预计净利润约1,300万元－2,700万元, 上年同

期亏损13,8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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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为智能：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 60%--90% 

2016年三季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净利润2,862.58万元--3,399.31万元,增长

60% -90%。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10/17)周一 (10/18)周二 (10/19)周三 (10/20)周四 (10/21)周五 

方正科技(600601): 股东大

会召开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二三四五(002195):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创业板指(160223): 开始代

销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

会召开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华东电脑(60085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润和软件(300339): 三季报

预计披露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久远银海(00277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召开 

生意宝(002095): 三季报预

计披露 

捷顺科技(00260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北信源(300352):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上海钢联(300226): 三季报

预计披露 

方正科技(60060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

大会召开 
 

华力创通(300045): 三季报

预计披露 

北信源(300352):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达实智能(002421): 分红股

权登记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索菱股份(002766): 三季报

预计披露 

北信源(300352):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华平股份(300074): 三季报

预计披露 

榕基软件(002474): 三季报

预计披露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科大讯飞(002230): 三季

报预计披露 
  

齐心集团(002301): 三季报

预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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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盛新材(002290): 增发股

份上市(非公开发行) 

信息发展(300469): 三季

报预计披露 
  

皖通科技(002331): 三季报

预计披露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达实智能(002421): 红股

上市 
  

任子行(300311):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天泽信息(300209): 股东大

会召开 

捷顺科技(002609): 股东

大会召开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天泽信息(30020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达实智能(002421): 三季报

预计披露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召开 

达实智能(002421): 分红

除权 
   

天泽信息(300209):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捷顺科技(002609):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启明星辰(002439): 股东大

会召开 

捷顺科技(002609):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浪潮信息(000977): 停牌     

浪潮信息(000977): 披露重

大信息停牌 
    

安洁科技(002635):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启明星辰(002439):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附 2：每周并购/融资事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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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上周国内并购/融资事件 

时间 公司 轮次/股权比例 金额 投资方/并购方 

2016.10.14 乐客游戏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德同资本 

2016.10.14 Liking健身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同创伟业 

2016.10.14 爱扒词 种子轮 1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4 微牛 天使轮 5000万人民币 小米科技;顺为基金 

2016.10.14 诺贝儿教育 B轮 75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4 蛋壳 App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富春通信;庆年资本 

2016.10.14 蜜曰科技 Monster Pub Pre-A轮 1100万人民币 起源资本;磐栗资本 

2016.10.14 牛魔王 A轮 数百万美元 DCM 中国 

2016.10.14 神厨家宴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中国平安(平安创新投) 

2016.10.13 优肤医生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祥云集团 

2016.10.13 KeeKo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赛富基金;卢智资本 

2016.10.13 摩拜单车 C轮 未透露 高 瓴 资 本

Hillhouse;Capital; 华 平

投资 WI;Harper;Group;腾

讯;红杉资本中国;启明创

投;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 

2016.10.13 ETCP停车-悦畅科技 B轮 15.5亿人民币 万达集团 

2016.10.13 正保远程教育 战略投资 8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3 安美数字 E轮 5050万人民币 璧合科技 

2016.10.13 和信贷 B轮 3000万美元 Dragon;gate;Long;Harves

t 

2016.10.13 诸葛找房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复星集团;浅石创投 

2016.10.13 糖豆广场舞 B轮 1500万美元 顺为基金;君联资本;亦联

资本(YY 多玩);红点投资

Redpoint;Ventures 

2016.10.13 生菜网 天使轮 未透露 京北投资-京北天使 

2016.10.13 微鹅科技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3 悉见科技 天使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2 约伴网 战略投资 1696万人民币 中泰证劵(齐鲁证券);华金

投资;五矿投资;万和证券 

2016.10.12 米骑 天使轮 100万人民币 深圳 FITA 

2016.10.12 云南生物谷 战略投资 1.5亿人民币 深圳高特佳 

2016.10.12 路擎 种子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2 优客逸家 战略投资 数千万人民币 华瑞银行 

2016.10.12 来伊份 IPO上市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2 学乐云平台 C轮 2亿美元 新天域资本;金沙江创投 

2016.10.12 一道自媒体 Pre-A轮 未透露 万嘉创投 

2016.10.12 Cassia桂花网络 B轮 1027万美元 IDG 资本;Everest 

2016.10.11 共享际 A轮 4亿人民币 君紫资本;金运电气;歌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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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盛景网联 (盛景嘉

成);华盖资本;高榕资本

Banyan;Fund;中融融优;清

融信;鑫苑中国;百福嘉;创

合汇;三磊设计;毅腾投资 

2016.10.11 惠驾学车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1 微租车 战略投资 未透露 通用汽车 

2016.10.11 杭州桃树科技 Pre-A轮 1200万人民币 创新工场;界石投资;线性

资本 LinearVenture;天使

投资人王刚 

2016.10.11 畅充科技 天使轮 1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1 好活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沣沅资本 

2016.10.11 易路软件 eRoad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常春藤资本 Ivy;Capital;

新城创投;永淳资本;海德

立业 

2016.10.11 学乐中国网 C轮 数千万美元 金沙江创投 

2016.10.11 奥 图 科 技 - 酷 镜

CoolGlass 

A+轮 3000万人民币 奋达科技(泓锦文基金);华

众沃赋 

2016.10.11 农经理农业管理平台 种子轮 数百万人民币 水木资本 

2016.10.11 派乐传媒 A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芒果文创基金 

2016.10.11 装小蜜 B轮 数千万人民币 顺为基金 

2016.10.10 木七七网络 A轮 500万人民币 心动游戏 

2016.10.10 每日美妆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红秀资本;盈信资本 

2016.10.10 爱问医生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新浪微博(新浪微创投) 

2016.10.10 食务链 A+轮 5000万人民币 启赋资本 

2016.10.10 肌秘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0 汇创宜 A轮 1000万人民币 中科招商 

2016.10.10 云杉网络 B轮 数千万美元 经纬中国;北极光创投;红

点 投 资

Redpoint;Ventures 

2016.10.10 契约锁 天使轮 900万人民币 上海泛微网络 

2016.10.10 ofo共享单车 C轮 1.3亿美元 滴 滴 出 行 - 滴 滴 快

的;Coatue;Management;小

米科技;顺为基金;中信产

业基金;元璟资本;经纬中

国 ; 金 沙 江 创

投;Yuri;Milner 

2016.10.10 资立方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暖流集团 

2016.10.14 乐客游戏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德同资本 

2016.10.14 Liking健身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同创伟业 

2016.10.14 爱扒词 种子轮 1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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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4 微牛 天使轮 5000万人民币 小米科技;顺为基金 

2016.10.14 诺贝儿教育 B轮 75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4 蛋壳 App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富春通信;庆年资本 

2016.10.14 蜜曰科技 Monster Pub Pre-A轮 1100万人民币 起源资本;磐栗资本 

2016.10.14 牛魔王 A轮 数百万美元 DCM 中国 

2016.10.14 神厨家宴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中国平安(平安创新投) 

2016.10.13 优肤医生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祥云集团 

2016.10.13 KeeKo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赛富基金;卢智资本 

2016.10.13 摩拜单车 C轮 未透露 高 瓴 资 本

Hillhouse;Capital; 华 平

投资 WI;Harper;Group;腾

讯;红杉资本中国;启明创

投;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 

2016.10.13 ETCP停车-悦畅科技 B轮 15.5亿人民币 万达集团 

2016.10.13 正保远程教育 战略投资 8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3 安美数字 E轮 5050万人民币 璧合科技 

2016.10.13 和信贷 B轮 3000万美元 Dragon;gate;Long;Harves

t 

2016.10.13 诸葛找房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复星集团;浅石创投 

2016.10.13 糖豆广场舞 B轮 1500万美元 顺为基金;君联资本;亦联

资本(YY 多玩);红点投资

Redpoint;Ventures 

2016.10.13 生菜网 天使轮 未透露 京北投资-京北天使 

2016.10.13 微鹅科技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3 悉见科技 天使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2 约伴网 战略投资 1696万人民币 中泰证劵(齐鲁证券);华金

投资;五矿投资;万和证券 

2016.10.12 米骑 天使轮 100万人民币 深圳 FITA 

2016.10.12 云南生物谷 战略投资 1.5亿人民币 深圳高特佳 

2016.10.12 路擎 种子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2 优客逸家 战略投资 数千万人民币 华瑞银行 

2016.10.12 来伊份 IPO上市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2 学乐云平台 C轮 2亿美元 新天域资本;金沙江创投 

2016.10.12 一道自媒体 Pre-A轮 未透露 万嘉创投 

2016.10.12 Cassia桂花网络 B轮 1027万美元 IDG 资本;Everest 

2016.10.11 共享际 A轮 4亿人民币 君紫资本;金运电气;歌斐

资产 ;盛景网联 (盛景嘉

成);华盖资本;高榕资本

Banyan;Fund;中融融优;清

融信;鑫苑中国;百福嘉;创

合汇;三磊设计;毅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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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1 惠驾学车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1 微租车 战略投资 未透露 通用汽车 

2016.10.11 杭州桃树科技 Pre-A轮 1200万人民币 创新工场;界石投资;线性

资本 LinearVenture;天使

投资人王刚 

2016.10.11 畅充科技 天使轮 1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1 好活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沣沅资本 

2016.10.11 易路软件 eRoad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常春藤资本 Ivy;Capital;

新城创投;永淳资本;海德

立业 

2016.10.11 学乐中国网 C轮 数千万美元 金沙江创投 

2016.10.11 奥 图 科 技 - 酷 镜

CoolGlass 

A+轮 3000万人民币 奋达科技(泓锦文基金);华

众沃赋 

2016.10.11 农经理农业管理平台 种子轮 数百万人民币 水木资本 

2016.10.11 派乐传媒 A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芒果文创基金 

2016.10.11 装小蜜 B轮 数千万人民币 顺为基金 

2016.10.10 木七七网络 A轮 500万人民币 心动游戏 

2016.10.10 每日美妆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红秀资本;盈信资本 

2016.10.10 爱问医生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新浪微博(新浪微创投) 

2016.10.10 食务链 A+轮 5000万人民币 启赋资本 

2016.10.10 肌秘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0 汇创宜 A轮 1000万人民币 中科招商 

2016.10.10 云杉网络 B轮 数千万美元 经纬中国;北极光创投;红

点 投 资

Redpoint;Ventures 

2016.10.10 契约锁 天使轮 900万人民币 上海泛微网络 

2016.10.10 ofo共享单车 C轮 1.3亿美元 滴 滴 出 行 - 滴 滴 快

的;Coatue;Management;小

米科技;顺为基金;中信产

业基金;元璟资本;经纬中

国 ; 金 沙 江 创

投;Yuri;Milner 

2016.10.10 资立方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暖流集团 

2016.10.12 跨学网 100% 2.51亿人民币 立思辰 

2016.10.11 智游臻龙 100% 3亿人民币 文化长城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表 4：上周国外并购/融资事件 

时间 公司 轮次/股权比例 金额 投资方/并购方 

2016.10.14 Axisl Healthcare B轮 1650万美元 .406;Ventures;Oak;HC/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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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Cross;BlueShield;V

enture;Partners;Sandbox

;Advantage;Fund 

2016.10.14 Postman A轮 700万美元 Nexus;Venture;Partners 

2016.10.14 touchbistro B轮 1700万美元 BDC;Venture;Capital;Rel

ay;Ventures;Kensington;

Capital;Partners;Round1

3;Capital;Huff;Capital 

2016.10.14 Fortimedix A轮 1220万美元 Chemelot;Ventures;MKB;L

eningenfonds 

2016.10.14 Returnly 种子轮 320万美元 Index;Ventures;SV;Angel

;FJ;Labs;Mundiventures 

2016.10.14 mParticle B轮 1750万美元 Bain;Capital;Ventures;S

ocial;Capital 

2016.10.14 Zylo 种子轮 330万美元 纪 源 资 本

GGV;SV;Angel;High;Alpha

;Capital 

2016.10.14 Hyperloop One C轮 5000万美元 DP;World 

2016.10.14 HolidayMe A轮 700万美元 Accel;Partners;Al;Sanie

;Group;F&C;Overseas;Inv

estment 

2016.10.14 Hooch 种子轮 15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4 Sonovate B轮 900万英镑 Global;Founders;Capital 

2016.10.14 Navya 战略投资 3400万美元 Keolis;Valeo;Group8 

2016.10.14 Iora health D轮 7500万美元 Temasek 淡 马

锡;.406;Ventures;GE;Ven

tures 通 用 电

气;Khosla;Ventures;Pola

ris;Partners;Flare;Capi

tal;Partners;F-Prime;Ca

pital;Rice;Management;C

ompany 

2016.10.14 ComplyAdvantage A轮 820万美元 Balderton;Capital 

2016.10.13 PlacelQ D轮 2500万美元 阿里巴巴 

2016.10.13 MEL Science A轮 250万美元 Sistema;Venture;Capital 

2016.10.13 FabAlley A轮 200万美元 India;Quotient 

2016.10.13 Funderbeam 天使轮 260万美元 Draper;Associates;Iconi

q;Capital 

2016.10.13 Noodle Partners 种子轮 400万美元 New;Markets;Venture;Par

tners;500;Startups;Osag

e;Venture;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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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3 Pluto TV B轮 3000万美元 Scripps;Networks;Intera

ctive;ProSiebenSat.1;Sa

llfort;PrivatBank 

2016.10.13 SunMoon 战略投资 2400万美元 易果生鲜 

2016.10.13 Tribe 种子轮 3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Ludlow;Ventures;Par

tech;Ventures;Kima;Vent

ures 

2016.10.13 Bison A轮 300万美元 Hamilton;Lane;GrandBank

s;Capital;Accomplice 

2016.10.13 FourKites A轮 1300万美元 Bain;Capital;Ventures 

2016.10.12 Optimus Ride 种子轮 525万美元 NextView;Ventures;First

Mark;Capital 

2016.10.12 Remote Year A轮 1200万美元 Highland;Capital;Partne

rs 

2016.10.12 Koukoi Games 种子轮 100万美元 IPR.VC 

2016.10.12 Everwise B轮 16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Canvas;Venture;Fund

;Webb;Investment;Networ

k 

2016.10.12 HomeMe 种子轮 320万美元 Menlo;Ventures 

2016.10.12 Relievant Medsystems E轮 3600万美元 NEA 恩 颐 投

资;Canaan;Partners;Morg

enthaler;Ventures;Emerg

ent;Medical;Partners 

2016.10.12 CloudCoreo 种子轮 290万美元 Madrona;Venture;Group;D

ata;Collective;Divergen

t;Ventures;Aristos;Vent

ures 

2016.10.12 C1X B轮 650万美元 Venture;Labo;Investment 

2016.10.12 Astronomer 种子轮 190万美元 AngelPad;500;Startups;C

incyTech;First;Ascent;C

onnetic;Ventures;Drummo

nd;Road;Capital;CoreNet

work 

2016.10.12 VenueNext B轮 1500万美元 Causeway;Media;Partners

; 康 帕 斯 集

团;Sharks;Sports;&;Ente

rtainment 

2016.10.11 StreetTeam A轮 1000万美元 Frontline;Ventures;Kind

red;Capital;Backed;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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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片;Saatchi;Invest;Peter

;Davies 

2016.10.11 YuppTV B轮 5000万美元 Emerald;Media 

2016.10.11 CrowdfundUP 种子轮 210万美元 BDO;Positive;Investment

;Enterprise 

2016.10.11 PayFit A轮 500万英镑 Otium;Capital;Oleg;Tsch

eltzoff;Jean-Daniel;Guy

ot;Xavier;Niel;Investor

s;The;Family;Geoffroy;R

oux;Bézieux 

2016.10.11 Soundtrap A轮 600万美元 Industrifonden 

2016.10.11 Glisser 种子轮 100万美元 Co-Investment;Fund;Down

ing;Ventures 

2016.10.11 SimpleOrder 种子轮 275万美元 Cyrus;Angel;Fund;Foodla

b;Capital;Lazarus;Israe

l;Opportunities;Fund 

2016.10.11 Zymergen B轮 1.3亿美元 SoftBank;capital 软银海

外;True;Ventures;AME;Cl

oud;Ventures;DFJ 德丰杰

( 全

球);Innovation;Endeavor

s;Obvious;Ventures;Two;

Sigma;Ventures;Iconiq;C

apital;DCVC;Prelude;Ven

tures;Tao;Capital;Partn

ers 

2016.10.11 Vegetarian Express 战略投资 560万英镑 Bridges;Ventures 

2016.10.11 Vectary 种子轮 250万美元 BlueYard;Capital;Neulog

y;Ventures 

2016.10.10 SpaceConnect 种子轮 40万美元 BlueChilli 

2016.10.10 Fastudent Pre-A轮 未透露 Ashish;Guptal 

2016.10.10 HappyCo A轮 750万美元 500;Startups;Point;Nine

;Capital;Flight;Venture

s 

2016.10.10 Indus B2C Global 种子轮 38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0 snapp A轮 2000万欧元 MTN 

2016.10.10 CoinTribe 天使轮 15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0 Reaction Commerce 种子轮 270万美元 Crosscut;Ventures 

2016.10.10 FlexiLoans 天使轮 15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12 FameBit 0% 未透露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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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2 Heritage Trust Group 0% 未透露 Equiom 昊诚 

2016.10.11 富士通 Fujitsu 0% 未透露 联想集团 

2016.10.10 Art of Click 100% 4500万美元 Xurpas 

2016.10.10 HookLogic 0% 2.5亿美元 Criteo 

2016.10.10 Cabela’s 0% 55亿美元 Bass;Pro;Shops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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