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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 消费金融唱主角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高送转行情继续演绎，次新股整体表现抢眼。上周市场小幅震荡，计算

机板块小幅上涨 0.79%，同期沪深 300上涨 1.88%，板块跑输大盘。近期，

我们持续提示关注年底成长股的估值切换以及高送转行情，市场表现不

断印证我们的判断。上周，次新股整体表现抢眼，路畅科技、网达软件、

南威软件、先进数通、新晨科技、优博讯、雄帝科技等都位列前茅。当

前时点，继续建议重点关注成长股的估值切换以及高送转行情，细分领

域重点看好车联网无人驾驶、消费金融、网络安全和计算机 PPP 板块，

个股重点看好恒华科技、索菱股份、康耐特、绿盟科技、捷顺科技、天

夏智慧等。 

  

双 11 继续高歌猛进，消费金融唱主角。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2016

天猫双 11总交易额超 1207亿，同比增长 32.37%，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

“买买买”大家都习以为常，今年明显感觉到的是消费金融开始唱主角。

今年双 11花呗支付占比 20%，保险总保单量 6 亿笔，总保障金额达到 224

亿元。今年双 11京东商城使用京东小金库支付的消费笔数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 600%，打“白条”用户的平均客单价提升了 135%。我们认为，消费

金融市场潜力巨大，随着大数据和底层风控技术的不断成熟，在互联网

巨头的培育下，互联网消费金融正迎来发展的春天，重点看好康耐特、

奥马电器、二三四五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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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 DeepMind 宣布与暴雪合作开发人工智能挑战星际争霸。 

 BAT 争抢云市场先机，打响云计算产业价格战。 

 谷歌云敲开亚洲市场的大门。 

 车联网标准或年底发布，无人驾驶产业竞争全面拉响。 

 百度云智峰会月底召开，打造云智数最具影响力峰会。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科士达：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科士达光伏暨对外投资。汉得信息：公司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262,500股，注册资本将从86247.0134万元人民

币减至86220.7634万元人民币。华鹏飞：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科福泉

减持公司股份6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仍为持股5%以上股东。

泰豪科技：股东泰豪集团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30%。高伟达：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银联科技有限公司减持

股份7,19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67%，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佳都科技：全资子公司广州新科佳都科技被确定为“武汉市轨道交通7

号线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总承包项目”中标单位，中标金额15,586.02

万元。达实智能：公司中标“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高端车载及智能终端

显示屏工厂——冷冻/冷却水及水蓄冷系统及设备项目”，中标金额为

12,094万元。东华软件：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工

业设备协议转让78,494,689股，转让后仍持有4.37%的股份。新国都：拟

收购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长沙公信

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51,268.10 万元。

东方财富：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获准开通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蓝盾股份：入选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技术组成员单位。恒华科技：

拟与中山翠亨、中能互联、科陆售电共同出资设立“中山翠亨能源有限

公司”，出资20,00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20%。新开普：对外投资

暨增资北京希嘉创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科士达：公司光伏逆变器设备

中标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2016年度第五十四批集中招标项目。同方股

份: 参与投资设立玉溪海绵城市PPP项目公司暨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

易。同方股份: 全资子公司同方金控拟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出资1.5亿元与

华控赛格、汇通金控设立两湾基金暨关联交易。同方股份：拟对下属全

资子公司同方金控以债转股方式增资及调整公司内部持股架构。焦点科

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锦华先生于2016年9月6日和2016年11

月9日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64,500股和756,37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295%。数字政通：发布2016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不超过4,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3,810.00万元。北信源：创业板非公开发行新股的上市公告书，本次创

业板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66,500,000股，将于2016年11月16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合众思壮：全资子公司广州思拓力收购Stonex s.r.l.

公司剩余40%股份其实成为广州思拓力的全资子公司，收购金额485.6万

欧元，并以172.4万欧元对其增资。新联电子：全资子公司云服务公司以

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投资设立新联软件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易联众：计划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亿元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持股

比例为20%。梅安森：与中兴网信签订了《重庆万盛经开区“智慧城管”

项目建设及服务合同书》合同总金额为20,41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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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高送转行情继续演绎，次新股整体表现抢眼。上周市场小幅震荡，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0.79%，

同期沪深 300 上涨 1.88%，板块跑输大盘。近期，我们持续提示关注年底成长股的估值切换

以及高送转行情，市场表现不断印证我们的判断。上周，次新股整体表现抢眼，路畅科技、

网达软件、南威软件、先进数通、新晨科技、优博讯、雄帝科技等都位列前茅。当前时点，

继续建议重点关注成长股的估值切换以及高送转行情，细分领域重点看好车联网无人驾驶、

消费金融、网络安全和计算机 PPP 板块，个股重点看好恒华科技、索菱股份、康耐特、绿盟

科技、捷顺科技、天夏智慧等。 

  

双 11 继续高歌猛进，消费金融唱主角。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2016天猫双 11 总交易额

超 1207亿，同比增长 32.37%，无线交易额占比 81.87%。“买买买”大家都习以为常，今年

明显感觉到的是消费金融开始唱主角。今年双 11花呗支付占比 20%，保险总保单量 6亿笔，

总保障金额达到 224 亿元。今年双 11 京东商城使用京东小金库支付的消费笔数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 600%，打“白条”用户的平均客单价提升了 135%。我们认为，消费金融市场潜力巨

大，随着大数据和底层风控技术的不断成熟，在互联网巨头的培育下，互联网消费金融正迎

来发展的春天，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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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一）板块表现回顾 

上周（11 月 7 日-11 月 11 日），计算机行业板块上涨为 0.79%，市盈率为 54.17X

（TTM）。同期沪深 300 上涨为 1.88%，市盈率为 13.19X（TTM）。创业板指上涨为

0.09%，市盈率为 45.81 X（T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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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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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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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49.SZ 博彦科技 16.42  300451.SZ 创业软件 -6.48  

603636.SH 南威软件 11.80  002766.SZ 索菱股份 -5.86  

002027.SZ 分众传媒 8.22  300096.SZ 易联众 -5.09  

600536.SH 中国软件 7.30  002280.SZ 联络互动 -3.13  

300339.SZ 润和软件 6.66  300036.SZ 超图软件 -2.67  

300235.SZ 方直科技 6.08  603019.SH 中科曙光 -2.36  

002306.SZ 中科云网 5.82  603918.SH 金桥信息 -2.02  

000066.SH 上证商品 5.69  002312.SZ 三泰控股 -1.99  

300494.SZ 盛天网络 5.66  300085.SZ 银之杰 -1.88  

300449.SZ 汉邦高科 5.53  002635.SZ 安洁科技 -1.86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三、行业要闻一周回顾 

（一）云计算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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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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93亿美元并购 NetSuite 将在云计算领域叫板亚马逊 

企业软件巨头 Oracle 甲骨文周六宣布，在获得 NetSuite 足够股东支持后，这笔一波三折的

并购案将在周一宣告完成。据了解，大部分 NetSuite 股东已经投票支持甲骨文对该公司的收

购，从而为这笔价值 90 亿美元的交易扫清了最后的道路，将在云计算领域叫板亚马逊。对于

甲骨文来说，这笔交易是在一个关键时期提出的。向云服务转型是甲骨文长期增长计划的核

心组成部分，目前，越来越多的客户希望软件从网络上发布，而不是将程序安装在自家服务

器。尽管甲骨文第一财季云计算业务营收增长 59%，但公司总营收同比下滑 1.7%，不及之前

预期。这笔交易最早在 2016 年 7 月份被媒体披露，预计可以提升甲骨文的利润。 

 

牵手大数据 拥抱云计算--内蒙古大数据产业推介会在京举行 

11月 7日上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企业协办的 2016 年内蒙古大数据产业推介大会，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为进一步拓延内蒙古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推介以国家批复内蒙古列

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背景，以推动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为核心，以内蒙古自治

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优势、政策，搭建开放、合作为共享平台，宣传并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内

蒙古大数据发展的同时，诚邀更多的企业和有识之士来参与内蒙古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

设，为内蒙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BAT 争抢云市场先机，打响云计算产业价格战 

随着用户规模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云计算成本迅速下降，云计算规模化、集约化运营优势显现，

云计算公司正步入业绩快速释放期,而 BAT三巨头之间的竞争也是日趋激烈。近日，阿里巴巴

发布 201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阿里云付费用户数量同比增长一倍，推动营收增长 130%至 14.93

亿元。目前来看，阿里云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进入市场前三阵营，截止 2015 年年底，以营收规

模计算，阿里云超过 Google 云，仅次于亚马逊和微软。尽管在国内市场上保持大幅领先优势，

阿里云并未急于盈利，阿里云在 10 月连续推出两次大幅降价，对中国区云产品价格进行了大

幅下调。11月 2 日，腾讯云也在宣布，其四大核心产品主要包括云服务、云数据库、云存储

和云安全将全面调价，最高降幅高达 3折。腾讯云通过这次调价，可以让更多客户便宜地获

得云计算服务，降低运营成本，进而吸引更多人使用云、信赖云，推动云计算产业的良性竞

争与快速发展。百度开放云更名百度云实现品牌战略再升级后，百度云基础产品也迎来一波

抢购热潮。百度云品牌升级促销活动以“在云端见未来，无促销不狂欢”为主题，在 2016年

10月 21日至 11月 3日活动期间，百度云隆重开启云生态专场，全场七五折起购的活动力度

欲将“云狂欢”进行到底。腾讯云，阿里云、百度云近期相继降价，这无疑将加速了国内云

计算行业的洗牌，不具备竞争能力的厂商或将被挤出市场。 

 

河南成立云计算大数据产业联盟 大象融媒当选副理事长单位 

在河南省第三届互联网大会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河南省副省长张维宁共

同为河南云计算大数据产业联盟揭幕，这也标志着河南云计算大数据联盟正式成立。据悉，

在河南云计算大数据产业联盟一届一次理事会上，河南中原云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当选为首

届联盟理事会长单位。河南大象融媒集团当选为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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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云敲开亚洲市场的大门 

谷歌正在向东南亚市场开放其云产品系列，包括一个全新的产品以及位于新加坡的数据中心。

10 月初，该互联网巨头宣布推出谷歌云产品、技术和服务。谷歌将在 2017年之前建立 9个新

的数据中心，其中 4个在亚太地区(包括新加坡)。目前，该公司在亚洲唯一的一个运行的数

据中心位于台湾，使用谷歌云服务的企业通常都会要求软件和数据存储在本地。 

 

百度云智峰会月底召开 打造云智数最具影响力峰会 

11月 30日，首届百度云智峰会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召开。峰会以“智能，计算无限可

能”为主题，聚焦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三大产业，并将持续打造云计算在大数据技术、

产业和应用等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峰会。以峰会为创新与合作的平台，拥有人工智能标签的百

度云，将进一步夯实自身“云智数”融合发展的战略和特色优势，驱动各个行业的智能升级，

进而加速整个社会的智能化进程。目前，云计算在中国发展的两大驱动力，一是与传统行业

的结合，二是连接消费者。与行业的渗透将成为百度云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百度云将以天

算、天工、天像三大智能平台为依托，根据行业、企业特点，定制智能大数据、智能物联网、

智能多媒体等解决方案。百度云智峰会，有机会引领云计算行业的发展趋势，为云计算赋予

新的内涵，并推动云计算技术创新与全行业的深度结合，助力 3600 行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车联网云平台 Otonomo获 1200 万美元融资 

自动驾驶初创企业 Otonomo 刚刚结束了由美国风投公司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和 

Stageone Ventures 领投、Maniv Mobility 和 LocalGlobe 参投的 1200 万美元的 A轮融资。

Otonomo2015 年成立于特拉维夫，是一家云平台供应商，将服务供应商和软件开发者与数百万

计的联网汽车联结起来。举个例子，汽车制造商可以利用 Otonomo 分享并出售汽车数据，这

样司机就可以享受额外的汽车服务。该公司称，最近已经开始与车企和服务商合作进行尝试，

现在又有了 1200万美元的注资，意欲扩大实验的范围和规模，这象征着发展的黄金时代即将

到来。 

 

抢占无人驾驶技术高地： 通用 V2X 标准争夺话语权 

11月 3日举办的 2016通用汽车“智·创未来交通”科技日活动上，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

院长杜江陵表示：“未来车上只要装一个类似于 WIFI的 V2X设备，车与车之间即可以相互识

别，从而实现无人驾驶。”通用汽车在封闭测试区拥有 DSRC(专用短程通信)、Wi-Fi、LET-V

等通信方式网络覆盖，可以完成包括车辆碰撞预警、前车制动预警、行人横穿预警等 29 个场

景的演示和测试。通过测试，通用汽车希望验证适合中国国情的 V2X技术。网联汽车技术（V2X）

包括车辆与车辆通信（V2V）、车辆与基础设施通信(V2I)以及车辆与行人通信(V2P)。一旦 V2X 

可以实现，意味着车与车、车与基础设施和行人之间，都可以相互感应到，并且相互预警、

避让、避免碰撞，实现自动驾驶。 

硅谷无人驾驶汽车初创公司 Zoox 估值达 15.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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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神秘的无人驾驶汽车初创公司 Zoox 已悄然完成了新一轮融资。Zoox在本轮融资中获得

5000万美元资金，估值达到 15.5 亿美元。Zoox在刚结束融资短短几个月时间后便获得新一

轮融资，表明风险投资对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兴趣正变得越来越浓厚。 

 

车联网标准或年底发布 无人驾驶产业竞争全面拉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透露，首次网联汽车技术应用层中国国际标准互联互通测试将于年底正式

发布。这意味着，中国车联网系统将拥有自己的国家标准，车与车、车与人、车与交通设施

等之间可以依据同一套技术语言进行沟通，为下一步车联网的普及扫清障碍。目前全世界车

与车之间的通信标准，并无统一。如美国使用的是 DSRC 通信标准，而欧盟、日本、新加坡、

韩国等相继推出自己的通信标准，我国目前也尚未推出任何标准。时下在通信标准上存在两

种声音，一种是 DSRC方案，这也是目前企业比较乐意采用的通讯标准，第二种是 LTE-V方案，

这是由国内的大唐电信和华为在主导的通信方案。而年底首次网联汽车技术应用层中国国际

标准互联互通的测试将正式发布，这无疑是为统一车联网标准、加速车联网发展打下一个坚

实的基础。标准还在路上，但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的竞争却早已如火如荼。近日，中国汽车工

程协会发布了无人驾驶汽车技术路线图，提出了无人驾驶汽车发展的三个五年阶段需要达成

的目标，力求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在 2021 到 2025 年能够上市。报告还指出，2026 年到

2030年，每辆车都应采用无人驾驶或辅助驾驶系统。汽协还预测，2035年前，全球将有 1800

万辆汽车拥有部分无人驾驶功能，1200 万辆汽车成为完全无人驾驶汽车，中国将成为无人驾

驶汽车最大的市场。 

 

巧用大数据 福特开启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发展 

自主驾驶和无人驾驶车辆的研究和开发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其关键核心是大数据。这些取决

于人工智能（AI）的机器学习，而其技术进步依赖于汽车公司收集的数据，来自实际里程的

数据。对于大数据，福特汽车公司分析基础设施总监米切尔•卡瓦瑞特认为数据量太大，无法

轻易在计算资源内处理的数据，随着计算机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以及存储成本更加低廉，

抓住这些数据将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些数据对机器学习来说至关重要，机器学习通过输入数

据和反馈回路学习来操作。福特公司最近将会有显著的变化。福特公司新任首席数据和分析

总监帕尔•巴尔维的目标是整合福特公司的分析组。新的数据操作组织特别关注福特的内部数

据，第三方数据，潜在的合作伙伴关系和车辆数据。这些数据有关企业视图和企业战略，考

虑到福特公司的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并将其放在首位。福特公司意识到有机会成为开创更

大的局面。 

 

（三）物联网 

美国将出台物联网安全准则 

美国多家网站 10月 21 日因受网络攻击而在美国东海岸和欧洲部分地区无法登录。美国国土

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近日证实，包括监控摄像头在内的一些物联网设备被黑客用来发起这

次攻击，美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物联网安全准则。约翰逊表示，在这起攻击中，黑客

至少使用了一种叫“未来”的病毒程序，它可以劫持摄像头与联网娱乐设备等物联网设备。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全国通信与网络安全控制联合协调中心正与执法部门、私营部门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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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合作，开发减轻这种病毒和其他相关病毒威胁的手段。他还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也

一直在努力制定一套保障物联网设备安全的准则，计划在未来几周发布。 

 

广东联通签署多个物联网应用合作协议 

日前，“第二届广东省物联网应用论坛暨中国联通物联网广东产业峰会”在广州举办。广东

联通副总经理冯华骏代表广东联通与现场多家合作伙伴签署了平台、模块、物联网应用等战

略合作协议。据介绍，广东联通的物联网生态圈包括车联网、智能家居、智能表具、机器人、

工业物联网、生产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前沿合作产品，广和通、有方、移远等物联网专用通信

模块，联通物联网 M2M 连接和设备管理平台，行业对讲平台，充值和运营分析服务系统。 

 

浙江物联网产业“十三五”规划公布，剑指新格局 

浙江省经信委近日公布《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打造以杭州为核心，

宁波、温州、嘉兴为支撑，金华、舟山等地多点协同的产业集群，形成“一核三区多点”的

物联网产业发展格局。接下来，浙江将继续做大做强数字安防、网络通信、智能装备系统集

成等优势产业。同时加快发展车联网、智慧医疗设备、环境监控预警系统等新兴领域，大力

培养智能楼宇、可穿戴设备等潜力产业。推广智慧健康、智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家居等

一批项目。力争 2017 年全省物联网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00 亿元，到 2020 年突破 5000

亿元，基本建成全国物联网产业中心，并在数字安防等领域形成全球产业中心。 

 

福建：力争 2020 年全省物联网产值 1000 亿 

近日,福建省省长于伟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出台关于加快物联网产业发展的

八条措施,力争到 2020 年全省物联网产业产值达 1000亿元;通过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优化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指出,发展物联网产业对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数字福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发挥比较

优势,实施重点突破,从强化创新支撑、打造特色平台、扶持龙头发展、支持创业创新、拓展

全国市场、加快培育人才、加大财税支持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政府引

导和企业主体作用,根据产业发展和龙头企业的实际需求,着力建设一批技术创新平台,提升

核心能力;加快打造一批特色应用平台,推进市场应用;引进培育一批高端人才,强化人才支

撑,力争到 2020 年新增一批服务全国的龙头企业和行业平台,全省物联网产业产值达到 1000

亿元。 

 

两岸物联网创新创业对接会举行 签约 8 项目 

两岸物联网创新创业对接会在福州举行。海峡两岸物联网领域 7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围绕“智慧改变生活，物联创造未来”主题，共有 8个海峡两岸合作项目正式

签约。此次签约的项目包括“智慧社区全面解决方案”、“基于 HACCP的食品安全系统建设”

等系列民生项目。昨日上午，两岸物联网创新创业对接会在福州举行。海峡两岸物联网领域 7

0 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本次会议。昨日上午，两岸物联网创新创业对接会在福州举行。海峡两

岸物联网领域 7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本次会议。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高度集成和

综合运用，也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和推动力量，对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行业周报/计算机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安徽为互联网金融“立规矩” 

从今年起，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是你想卖就能卖，安徽已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

金融业务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为安徽互联网金融发展正本清源。持有金融业务牌照但开展业

务不规范的企业，由牌照主管部门进行整治。不持有金融业务牌照，但明显具备 P2P 网络借

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业务特征的企业，按照相关分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进行整治。不持有金融业务牌照，也不明确具备 P2P 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

第三方支付业务特征的，或者不以 P2P 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为主

营业务的企业，将采取“穿透式”监管方法，综合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等全流程

信息，对业务实质进行界定，落实整治责任。 

 

互联网金融行业并购频现 科技公司支付牌照受青睐 

近日，中国信贷宣布拟以 8亿元收购 Leyu Limited 48%股权，发力消费金融领域；华泰证券

完成收购美国金融科技公司 AssetMark；华信资本拟 14亿元收购大智慧财汇。金融科技正越

来越受青睐。一直火热的第三方支付领域也迎来了更多入局者。9月，新力金融宣布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海科融通 100%股份，拓展第三方支付相关业务，海科融通 100%股

份作价 23.29亿元；用友网络 10 月 21日公告宣布，拟以 1.96 亿元的价格收购畅捷通支付

55.82%的股权，并拟以 1亿元向畅捷通支付增资，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更进一步。央行自 2011

年以来陆续发放支付牌照 270 张，自去年 3月至今未再发放过支付牌照。而今年 8月央行宣

布不再批设支付机构后，现有的支付牌照便更加稀缺。同时由于支付牌照被禁止买卖，企业

只能通过收购原持牌，进军支付领域。 

 

中国首部网络安全法为互联网金融保驾护航 

11月 7日，中国首部《网络安全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明年 6月 1日起施行，

这标志中国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进入全新阶段。中国第一部《网络安全法》获得通过，

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安全正式告别荒蛮时代，特别是其在网络数据和网络信息安全上严格的保

护性规定，将为互联网金融在平台系统安全、交易数据和用户信息安全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法

律保障，从而促进整个行业更加健康有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万亿元互联网金融消费井喷 

今年的“双 11”，各大电商平台、金融机构都在挖掘消费链条背后的金融商机，各种新型的

金融工具，也成为了撬动年度消费大促的重要工具。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互联网消费

金融的机构已经超过 100家，市场参与主体包括了商业银行、汽车消费金融公司、电商巨头、

P2P网贷机构及其他互联网公司等。“双 11”无疑是输出金融产品的绝佳场景。从“掏钱购

物”到分期付款、预支消费，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苏宁消费金融等机构纷纷入场，开始成

为了“双 11”消费支付的主角，打响消费金融促进消费之战。随着国家和民众财富的积累，

消费的需求得到释放，为消费金融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电商平台进军消费金融领域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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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在于，通过现有渠道可触及最底层的用户。在中国，消费杠杆是非常低的，消费金融距

离红海还有很远的距离。 

 

民生银行加入 R3区块链联盟 

中国民生银行日前宣布，该行已与国际金融创新公司 R3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加入了 R3

区块链联盟。R3区块链联盟由区块链技术初创公司 R3 CEV 组织成立，目前联盟成员包括摩根

士丹利、富国银行、高盛、汇丰银行、荷兰国际集团（ING）、花旗银行等 60 多家国际大型

金融机构。前不久，该联盟发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分布式账本平台 Corda，用于记录、管理和

同步受监管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协议。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日前在 2016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

指出，当前以高盛、花旗、德意志、汇丰、摩根大通等为代表的全球大型银行都在积极布局

区块链，民生银行也勇于涉足该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效。据介绍，目前民生银行已搭建了区

块链服务云平台，对区块链共识算法、智能合约、交易记账、数据传输、智能钱包、去中心

化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五）其他 

机器僧迭代引爆人工智能市场，创业需抓到痛点再下海 
尽管北京龙泉寺呆萌又智慧的网红机器人“贤二机器僧”只是传播佛法诵经的公益性质产品，

但这款机器人迭代的背后，却反映出国内人工智能（AI）和服务机器人产业的兴起。在 9 月

23 日至 25日举办的中国智能产业高峰论坛上，负责二代“贤二机器僧”本体项目总体规划的

慈星股份执行董事李立军用“串珍珠”来形容目前产业的情况：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团队都不

可能把机器人产品的所有技术都打通，只有通过关键资源的高效整合，把“珍珠”串成一条

价值链后，才能为终端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他认为，在未来的 3 到 5 年内服务

型机器人产业会有长足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表示，智

能服务机器人将成为下一个浪潮，但他同时提醒，人工智能创业不能只看趋势，需要抓到痛

点再“下海”。 

 

小米电视发布 3s 65/55英寸：预置人工智能电视系统 
今日下午小米举办秋季新品发布会，小米公司联合创始人、小米电视负责人王川发布了小米

首款人工智能电视，共两个尺寸：创新分体设计的小米电视 3s 65 英寸和一体设计的小米电

视 3s 55 英寸。两款电视均预置了小米首款人工智能电视系统——“PatchWall 拼图墙”。面

对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如何缩短用户找片时间，是小米电视着手为用户解决的痛点，第 2 代

人工智能电视系统的“PatchWall 拼图墙”大大缩短了找片成本，用户不用再从应用中找内

容，打开电视就全是片源，无处不在的播放，点击就能直接观看。 

 

谷歌 DeepMind 宣布与暴雪合作开发人工智能挑战星际争霸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z300024/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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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 DeepMind 周五宣布，将与暴雪娱乐合作，让其人工智能学会玩《星际争霸 II》游戏。

DeepMind 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人工智能公司，2014年被谷歌收购，现在是 Alphabet 旗下

子公司。去年春天，该公司的人工智能 AlphaGO 击败了围棋九段李世石。该公司一直暗示其

可能会挑战实时战略视频游戏。DeepMind 之所以选择《星际争霸》作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目标，

是因为它的复杂性：玩家必须做出高级战略决策，同时还要控制数百个元素，并快速做出各

种决定。DeepMind 研究科学家 Oriol Vinyals 认为，跟国际象棋和围棋相比，《星际争霸》

更能模拟真实世界的混乱状况。 

 

白宫发布的 AI 报告解析：七大要点需关注 

美国白宫已经发布了备受期待的《准备应对未来人工智能》(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AI)的发展现状、规划、影响以及

政府的具体对策。这份报告是美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机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委员会

提交的。报告中称，在过去数十年的研究中，将狭隘的 AI 解决方案扩展为通用 AI解决方案

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为此，报告中提出 23项正式建议，并被归为七个大类，以便为 AI领

域的所有人提供指导。这七大要点将对美国未来技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业内所有人都应该

熟悉它们，以便更好地利用他们打开的新机遇。1.AI应该被用于公益；2.政府应该支持 AI；

3.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需要监管；4.一个孩子都不能落下；5.使用 AI作为人类工人的补充，

而非替代人类；6.消除数据中的偏见，或根本不用它；7.安全思维。 

 

Facebook 在 APP 中引入 AI 能将照片转化成毕加索风格 

Facebook 工程师侯赛因·迈哈纳（Hussein Mehanna）向媒体记者展示了新版 Facebook 智能

手机 APP，如果你在后院举办烧烤野宴，拍了一张照片，APP可以将照片变成艺术作品，像毕

加索、凡高、沃霍尔（Warhol）的画作一样。在新的 APP 中嵌入了一个特殊照片过滤器，你

可以选择一种艺术类型，比如 1907 年毕加索画风，它可以将后院烧烤照片变成立体主义照片。

相当有趣，即使是直播视频也可以转化。将摄像头对准自己，就可以将视频变成毕加索风格。

事实上，新 APP与照片过滤器背后的技术更加有趣。迈哈纳是 Facebook 工程师，他的工作就

是将 AI应用于整个 Facebook 公司，根据迈哈纳的解释，APP 内部包括了几个深度神经网络，

深度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AI）的一种，它正在快速改变科技世界。 

 

印 AI 系统预测美大选再次成功 此前已成功预测三届 

印度人工智能系统 MoglA 预测特朗普将赢得大选胜利。从民意调查看，当时希拉里仍具优势，

被认为是大选赢家。这一预测结果也因此得到广泛关注。据报道，MoglA 通过收集来自谷歌、

脸书网、推特、YouTube 视频分享网站等公众平台的 2000 万个数据来源并进行分析，得出公

正的预测结果。该系统又一次证明民意调查结果错误。此前，MogIA 已经成功预测过三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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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的结果。MoglA 能连续预测成功的关键在于，可信数据的输入要清晰透明。要进一步

发展人工智能系统就要提高输入数据的清晰透明度。但是输入数据生成器可能会产生曲解，

导致意料之外的偏差。 

 

人工智能直播表演魔术 阿里云 ET 双 11狂欢夜秀超能力 

11 月 10 日晚，“天猫双 11 狂欢夜”在深圳大运中心拉开巨幕。除了汇聚全球半个娱乐圈的

明星外，还有一位拥有“超能力”的神秘嘉宾登场——阿里云人工智能 ET。在全球上亿观众

的见证下，ET 隔空计算出 5 人手中的扑克牌，震惊全场。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初敏说，通

常这个魔术非常考验魔术师的记忆和推算能力。对 ET来说，这些都不是难题。难的是整个过

程中需要 ET 要具备高精确度、高实时性的视频识别能力，并用人类的语言和主持人沟通交流。

因直播环境受到场地、灯光、音效的影响，语音识别、视频识别都会受到很大考验，初敏说。

据了解，无论是语音识别还是图像识别，底层都依赖于深度学习算法以及大规模计算能力。

一套复杂算法模型的训练往往需要千亿级别的样本数据，这就对背后的计算能力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ET 代表的是阿里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理解、实时图像识别、机器学习

的综合技术，背后是阿里云飞天操作系统强大的计算能力。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科士达：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科士达光伏暨对外投资。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在安徽省金寨县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科士达

光伏有限公司，安徽科士达光伏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根据公司与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政府

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公司拟在金寨县域内投资建设 300MW 光伏电站，分三年实施，项

目总投资约 22.5亿元人民币。安徽科士达光伏将作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推进项目相关事宜。 

 

中科曙光：子公司与广西省玉林人民政府签订 《玉林市智慧城市建设合同书》。 
玉林人民政府与曙光云计算、广西曙光协商一致，就广西玉林市智慧城市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等事项达成合作共识，并于2016年11月7日在广西玉林签订《玉林市智慧城市建设

合同书》。为在玉林市建设智慧城市项目、云计算中心，提供“城市云”服务、大数据服务

以及其他智慧城市应用等，玉林市人民政府以招商引资方式确定广西曙光为玉林市政府智慧

城市项目建设的服务商，负责智慧城市的投资、建设、运营，并由广西曙光成立子公司具体

负责项目的建设施工和运营维护。 

 

安洁科技：筹划重大事项2016年11月8日停牌。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筹划重大对外投资、收购事项，该事项对公司存在重大影响，

自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本次公司筹划购

买资产所属行业：消费电子金属加工行业；中介机构尚未确定；预计交易的方式：不限于现

金或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预计交易金额范围24-35亿元。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则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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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华鹏飞：全资子公司博韩伟业购买辽宁宏图创展测绘勘察有限公司51%股权暨完成工商变更。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博韩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3,660万元购买韩国超、刘莉萍

合计持有的辽宁宏图创展测绘勘察有限公司51%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宏图创展成为公司的控

股孙公司。 

 
汉得信息：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262,500股，注册资本将从86247.0134万元人民币减

至86220.7634万元人民币。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4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按

照《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共计262,5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从86247.0134万元人民币

减至86220.7634万元人民币。 

 

远望谷：申请内保外贷暨为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子公司提供担保，申请不超过1,700万元人民币

的银行贷款。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Invengo Technology Pte. Ltd.（新加坡子公司）收购SML Holdings Limited 

10% 股权的部分资金需求，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签署相关协议，办理内保外贷业务。新加坡子公司申请不超过1,700万元人民币的

银行贷款，期限一年，公司为其贷款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有效期为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星网锐捷：延期复牌。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6

年9月12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原公告争取于2016年11月11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但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预计公司不能在预定时间内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公

司股票自2016年11月1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争取最迟不晚于2016年12月10日披露符合《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华鹏飞：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科福泉减持公司股份6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仍为

持股5%以上股东。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疆中科福泉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获悉中科福泉于2016年10月20日至2016年11月07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本次减持

后持有股份1,962.43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2%。 

 

泰豪科技：股东泰豪集团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 

2016年11月7日，公司接到股东泰豪集团通知，泰豪集团同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减持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减持价格为17.7

元/股。 本次股份减持前,泰豪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0,899,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3%；本

次股份减持后，泰豪集团持有公司股份98,899,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3%。截至本公告

日，泰豪集团一致行动人黄代放先生和黄小放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019,768股和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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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30%和0.05%，泰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1,249,208股，占公司总股本15.18%。 

 

中海科技：公司牵头承担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电商供应链平台”项目获得国家资金3000万

元的政府补助支持。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政府补助款 3000万元。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 2016 年“互联网＋”重大工程保障支撑类项目的复函》（发改办高技[2016]741 号），公

司牵头承担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电商供应链平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获得国家资

金 3000 万元的政府补助支持。 

 

航天长峰：自 2016 年 11月8日起停牌。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收购资产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

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1月8日起停牌。 

 

高伟达：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银联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股份7,19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7%，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2016年11月8日，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银联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股

份的告知函，减持股数7,19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67%，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银联科技持有高伟达股份6,480.96万股，占高伟达总股本的15.01%，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 

 

世纪瑞尔：自2016年11月8日开市起停牌。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资产，标的资产

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具体的收购方案仍在协商和沟通中。鉴

于本次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1月8日开市起

停牌。 

 

佳都科技：全资子公司广州新科佳都科技被确定为“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工程自动售检票系

统总承包项目”中标单位，中标金额15,586.02万元。 

近日，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预中标的“武汉市

轨道交通7号线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总承包项目” 收到正式中标通知书。广州新科佳都科技

有限公司被确定为“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总承包项目”中标单位，中标

金额15,586.02万元。 

 

任子行：拟延期复牌。 

公司原计划于2016年11月28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修订）》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由于

本次交易方案较为复杂，方案涉及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且标的资产的审计、

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预计不能在预定时间内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或报告书。公司拟继续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1月28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预计继

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航天信息：自2016年11月9日开市起停牌。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项，因公司将于近日就股权激励事项召开内部沟

通会，该事项知情范围将扩大。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经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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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简称：航天信息，股票代码：600271）及其衍生品种自2016年11月9日开市起停牌。 

 

浙大网新：自2016年11月9日起继续停牌。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0月27日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磋商，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华通云数据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云计算综合服务提供商，目前已构建较为完善的

云计算基础设施资源，业务范围包括数据中心托管（IDC）、政务专有云服务和互联网资源服

务等内容。公司目前持有华通云数据公司2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1月9日起继续停牌。 

 

旋极信息：自2016 年11 月 0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旋极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泰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30,000万元。现公司拟启动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工作，按照相关法规规定，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价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

行对象。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特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 年11 月 09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待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相关信息后复牌。 

 

达实智能：公司中标“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高端车载及智能终端显示屏工厂——冷冻/冷却水

及水蓄冷系统及设备项目”，中标金额12,094万元。 

公司收到招标人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信利半导体有限

公司高端车载及智能终端显示屏工厂——冷冻/冷却水及水蓄冷系统及设备项目”的中标人，

中标金额12,094万元。 

 

蓝盾股份：于入选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技术组成员单位。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通过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hina National 

Vulnerability Database，简称“CNVD”）成员单位能力条件的考察，成为2016年第一批CNVD

技术组成员单位。CNVD技术组成员单位证书编号：CNVDCY-2016-016。详见国家信息安全漏洞

共享平台官方网站：http://www.cnvd.org.cn。CNVD是由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

中心（中文简称“国家互联应急中心”，英文简称“CNCERT”）联合国内重要信息系统单位、

基础电信运营商、网络安全厂商、软件厂商和互联网企业建立的信息安全漏洞信息共享知识

库。截至目前，CNVD技术组成员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共有17家。 

 

键桥通讯：2016年11月9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于2016年11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的

公告》。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开市

起复牌。 

 

东方财富：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获准开通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同意开通财达证券等会员单位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根据该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开通东方财富证券相关交易单元的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东华软件：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工业设备协议转让78,494,689股，转

让后仍持有4.37%的股份。 

北京东华诚信工业设备中心（有限合伙）是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工业设备拟将其持有的东华软件股份147,026,212股中的78,494,689股以协议转让

的方式予以转让，转让后工业设备仍持有东华软件4.37%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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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都：拟收购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长沙公信诚丰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51,268.10 万元。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为此需要

对评估基准日时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

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

面价值为4,428.2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733.75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3,694.52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51,268.10 万元，增值额为47,573.58 万元，增值率为1287.68%。长沙公

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51,268.10 万元。 

 

恒华科技：拟与中山翠亨、中能互联、科陆售电共同出资设立“中山翠亨能源有限公司”，

出资20,00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20%。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翠亨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能互联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深圳市科陆售电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设立“中山翠亨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

并于2016年11月8日于中山市签署《中山翠亨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协议》。参股公司注册资金为

100,000万元，其中恒华科技以自有资金出资20,00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20%；中山

翠亨出资35,00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35%；中能互联出资30,00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

册资本的30%；科陆售电出资15,00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15%。 

 

新开普：对外投资暨增资北京希嘉创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400 万元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投资北京希嘉创

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认购希嘉教育新增注册资本 250万元，剩余 2,150 万元计入希嘉教育

资本公积。希嘉教育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增资扩股后其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

币 1,250 万元，公司持股占其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0%。 

 

科士达：公司光伏逆变器设备中标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2016年度第五十四批集中招标项目。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公司成功中标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2016年度第五十四批集中招标（第二批光伏并网逆变器

设备）项目，中标标段为“集装箱式标段2”及“组串式标段2”。本次中标标段中，“集装

箱式标段2”的中标容量为215MW；“组串式标段2” 的中标容量为200MW。 

 

东方电子：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价波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方电子；证券代码：000682）自

2016年10月10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原预计在2016年11月10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

告书），现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并争取在自首次停牌之日起不超过2个月的时间内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 

 

启明星辰：向全资子公司企管公司增资，由其设立全资子公司并购置办公场所。 

因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500元向

全资子公司启明星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由其在长沙设立长沙云子可信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暂定名），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万元，作为公司在当地自有办公场所的经营管理平台。

新设子公司成立后，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购置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文轩路27

号麓谷钰园、建筑总面积约4,108平方米的房产用于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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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特：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旗计智能增资1.4亿元。 

根据《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披露的配套募集资金情况，“标的公司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

体为旗计智能。为了更好地推进“标的公司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拟使用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旗计智能增资1.4亿元，用于“标的公司运营中心建设项目”。本次增资

完成后，旗计智能的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为1.5亿元。 

 

鲁亿通：增补壹名董事纪涛先生。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公司需增补壹名董事。2016年10月24日，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

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拟提名纪涛先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候选人，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2016年11月9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聘任纪涛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长城电脑：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请求权实施。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0066）已自2016年11月1日开始停牌，

此后公司股票进入收购请求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直至收购请求权申报期

结束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复牌。2016年11月9日，公司已向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2016

年10月3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长城电脑异议股东派发收购请求权，派发数量为82,800份。 

 

万方发展: 子公司北京天源减少注册资本金至6,400万元。 

根据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资产运营中心、北京天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四方于2016年11月8日签订的《关于对北京天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减资协议书》，农投基金、仁和镇同意对公司子公司北京天源以2015年12月31

日的每股净资产（经审计）1.22元的价格进行减资。减资完成后北京天源的注册资本将由原

来的11,900 万元减少至6,400万元。 

 

同方股份: 参与投资设立玉溪海绵城市PPP项目公司暨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为实施玉溪市海绵城市试点区玉溪大河以北片区海绵工程PPP项目，公司拟出资16,501.56万

元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玉溪市家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玉溪市华控环境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玉溪海绵城市项目的建设、管理及整体运营。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黄

俞先生为华控赛格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同方股份: 全资子公司同方金控拟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出资1.5亿元与华控赛格、汇通金控设立

两湾基金暨关联交易。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拟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注册设立深圳南山两湾科技双创人才基金。基

金成立规模3亿元。其中，同方金控拟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出资1.5亿元。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黄俞先生为华控赛格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同方股份：拟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同方金控以债转股方式增资及调整公司内部持股架构。 

公司拟将对全资子公司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的债权21亿元以人民币1元/注册资本

的价格转作对其的长期股权投资资本金。同时，根据公司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公司内部

持股架构进行调整，即将公司持有的同方投资有限公司36.36％的股权、嘉融投资有限公司50%

的股权、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50%的股权、北京亚仕同方科技有限公司49.999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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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下属全资公司TF-EPI Co., Limited持有的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4.38%的股权以

股权划转或转让的方式调整为同方金控持有，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上述拟调

整股权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方案，及办理与本次债转股及持股结构调整事宜相关的事项。交易

完成后，公司对同方金控持股比例不变，仍为100%。 

 

中昌数据：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6年10月18日，本公司发布了《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2016-077），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

11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2016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相关公告于2016年11月1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根据有关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文件进行审核，本公司股票自2016年11月11日起继续停牌，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意见后，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规定披露停复牌事项。 

 

键桥通讯：2016年11月10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正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部分事项需进行进一步核查，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键桥通讯，证券代码：002316）于2016年

11月10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停牌。 

 

焦点科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锦华先生于2016年9月6日和2016年11月9日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64,500股和756,3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5%。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锦华先生的通知：

沈锦华先生于2016年9月6日和2016年11月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64,500股和756,3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5%。 

 

数字政通：发布2016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不超

过4,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810.00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对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调整。

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对本次募投项目“新一代‘网格化+’智慧城市综合信

息服务及运营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进行了调整。根

据发行人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前述两次调整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得到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

无需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发行方案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不超过4,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810.00万元。 

 

汉邦高科：自2016年11月11日开市起停牌。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证券简称：汉邦高科，证券代码：300449）自2016年11月11日开市起

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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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信息：2016年11月11日起复牌。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股权激励事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2016年11月9日开市起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本次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论证和决策工作，已于2016年11月

10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进行了公告。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股权激励相关事项并对外披露，经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1月11日起复牌。  

 
北信源：创业板非公开发行新股的上市公告书，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66,500,000

股，将于2016年11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66,500,000股，将于2016年11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限售期，将于2016年11月16日上市流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规定，2016年11月16日（即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

为18.98元/股。 

 

银江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暨部分董事、监事离任。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吴越先生、章建强先生、钱小鸿先生、柳展先生、

樊锦祥先生和金振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刘国平先生、冯晓女士和赵新建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监事会换届，并选举孔桦桦女

士和张芸芸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孔桦桦女士、张芸芸女士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余力航女士组

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因任期届满，孙志林先生、周雅芬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志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7,840股，周雅芬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0,100股，

其所持股份将依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年修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合众思壮：全资子公司广州思拓力收购Stonex s.r.l.公司剩余40%股份其实成为广州思拓力

的全资子公司，收购金额485.6万欧元，并以172.4万欧元对其增资。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广州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与米

德莱有限责任公司（Midarex s.r.l.）及大卫·埃尔巴先生签署股权购买意向书，收购卖方

所持有的Stonex s.r.l.公司剩余40%的股份，收购金额485.6万欧元，并以172.4万欧元对

Stonex s.r.l.公司增资，上述金额共计658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5,000万元。其中355.07万欧

元收购米德莱公司持有的Stonex s.r.l.公司30%的股份，130.53万欧元收购埃尔巴先生持有

的Stonex s.r.l.公司10%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Stonex s.r.l.公司为广州思拓力的全资

子公司。 

 

新联电子：全资子公司云服务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投资设立新联软件并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新联电能云服务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

币2,000万元投资设立南京新联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新联软件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

云服务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2016年11月10日，新联软件取得了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信息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追溯云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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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登记。 

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追溯云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追溯云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万元整，经营范围：电子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科技、系统集成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销售，计算机数据处理服务。 

 

易联众：计划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亿元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持股比例为20%。 

为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以自有资

金人民币3亿元作为发起人之一出资参与设立海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的人寿保险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亿元，易联众持股比例为20%，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 

 
大智慧：换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换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业务名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类别：1、第二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中的第

三项：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制作（不含采访），播出

服务。2、第四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中的第一项：转播广播电视节目频道的服务。 

 

中元股份：拟对全资子公司中元汇（武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元汇（武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对外

投资的专业机构，负责公司直投与自身投资工作。因业务发展需求，为提升中元汇资本实力

和经营能力，公司决定对中元汇增加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GQY视讯：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 

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6年10月17日开市起停牌。鉴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宜仍在沟通和协商中，相关方案的论证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涉及资产、业务、

财务等各方面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难以在1个月内完成。为确保相关重组工作披露

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性，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

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1月1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期间，

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荣科科技：健康数据产业基金对外投资成立上海麦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为更好地利用上市公司投融资平台，围绕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规划进行前瞻性 投资和布局，

储备大健康、大数据等业务领域的优质标的资源，加速公司向健康数据领域的应用、服务和

运营提供商方向进行战略转型，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融拓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设立沈阳荣科融拓健康数据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产业整合

的平台。2016年11月8日，产业基金与自然人唐建锋、谢吉、许文科、晏润明合资成立上海麦

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业基金持有目标公司42.4%的股权。 

 

梅安森：与中兴网信签订了《重庆万盛经开区“智慧城管”项目建设及服务合同书》合同总

金额为20,414,900元。 

近日，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重庆万盛经开区

“智慧城管”项目建设及服务合同书》，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20,414,900元。公司与国内领

先的智慧城市运营商-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影响

力，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同时，该合同的签署，是公司在“物联网+智慧市政”领域市场开拓

过程中的重要项目，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意义，有利于推动公司“物联网+”战略发展的顺利实

施，促进公司产品应用领域的多元化发展，降低公司对矿山安全监测监控领域的依赖程度，

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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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信科技：自2016年11月14日开市起复牌。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2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2016年

11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

关公告文件将于2016年11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保千里: 独立董事辞职。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周少强先生的辞呈。周少强

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第七

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11/14)周一 (11/15)周二 (11/16)周三 (11/17)周四 (11/18)周五 

任子行(300311): 披露重大

信息停牌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中元股份(30001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东方通(300379):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易华录(300212):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中元股份(30001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中昌数据(600242): 停牌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北信源(300352): 增发股份

上市(非公开发行)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久其软件(00227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恒泰实达(30051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召开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任子行(300311):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恒泰实达(300513): 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宜华健康(00015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易华录(300212):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欧比特(300053): 停牌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宜华健康(000150): 股东大

会召开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南天信息(00094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任子行(300311): 停牌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

大会召开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会

召开 

任子行(300311):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南天信息(00094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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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比特(300053): 披露重大

信息停牌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宜华健康(000150):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深科技(000021):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东方通(300379): 股东大会

召开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召开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华宇软件(300271):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久其软件(002279):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久其软件(00227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召开 

航天长峰(600855): 披露重

大信息停牌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

大会召开 

易华录(300212):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华宇软件(30027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京天利(30039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浩云科技(300448):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安洁科技(002635): 停牌 京天利(30039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南天信息(00094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华宇软件(300271): 股东大

会召开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京天利(300399): 股东大

会召开 

北信源(300352): 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方正科技(60060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京天利(300399):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立思辰(300010): 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星网锐捷(002396): 停牌 神州泰岳(300002):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航天长峰(600855): 停牌 神州泰岳(300002):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星网锐捷(002396): 披露重

大信息停牌 

神州泰岳(300002): 股东

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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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瑞尔(300150): 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

大会召开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附 2：每周并购/融资事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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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7 悦途出行 战略投资 2700万人民币 利欧集团股份 

2016.11.7 广州星门科技 天使轮 800万人民币 银狐游戏 

2016.11.7 车车车险 B轮 数千万美元 顺为基金;宽带资本 CBC 

2016.11.7 曼食慢语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头头是道投资基金 

2016.11.7 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头头是道投资基金;羚羊早

安 

2016.11.7 我来保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7 启赋娱乐 种子轮 未透露 咏声动漫 

2016.11.7 3D未来 天使轮 未透露 臻云创投(臻云智能);水木

清华校友基金;泰有投资 

2016.11.7 兜兜亲子 天使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7 纳人网络 Pre-A轮 未透露 大河创投 

2016.11.7 大艾机器人 天使轮 1200万人民币 首都科技发展集团 

2016.11.7 优拜单车 A轮 1.5亿人民币 一村资本;黑洞投资;中路

资本;点亮资本;火橙资本 

2016.11.7 沁游假期遇·岛 A轮 1200万人民币 鑫丘投资 

2016.11.7 硕颖数码 100% 10亿人民币 仁智股份 

2016.11.8 一喵科技 种子轮 50万人民币 弘磐投资 

2016.11.8 选易惠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中骏基金;唯猎资本 

2016.11.8 潜途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8 微商水印相机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星河互联 

2016.11.8 翻翻动漫 B轮 未透露 爱奇艺 

2016.11.8 智车优行 战略投资 6亿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8 辛巴达旅行网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汉景家族办公室;骅威科

技;勤智资本;众投邦 

2016.11.8 索尼电子华南有限公司 100% 15.8亿人民币 欧菲光 

2016.11.9 数联时代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鼎锋资产 

2016.11.9 天云融创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深创投;南京亚信谷联合;

北京云基地 

2016.11.9 小 Y游戏 B轮 1000万美元 科大讯飞 

2016.11.9 喜泊客 B轮 9000万人民币 浙江科投;浙江农资;浙商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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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9 家鸿口腔 IPO上市后 2000万人民币 分享投资 

2016.11.9 蓝金灵 A轮 2000万人民币 紫辉创投 

2016.11.9 云健康 战略投资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扬子投资 

2016.11.9 志鸿物流 B轮 2亿人民币 毅达资本;繸子财富;创瑞

坚木;智唯界上 

2016.11.9 Yo-ren游仁堂 不明确 6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9 雪时网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微赛体育 

2016.11.9 心锐之光 天使轮 未透露 云起资本;金谷融通 

2016.11.9 蓝铅笔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华睿投资;中文在线 

2016.11.9 果酱直播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微影资本(微影时代) 

2016.11.9 易果生鲜 C轮 2亿美元 苏宁 

2016.11.10 希嘉教育 战略投资 2400万人民币 新开普电子 

2016.11.10 倍磅康复 战略投资 800万人民币 国发创投 

2016.11.10 网化商城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普华资本(普华固周资本) 

2016.11.10 麦递途 A轮 未透露 晨兴资本 

2016.11.10 峰创智诚 Pre-A轮 5000万人民币 华西股份(华西村) 

2016.11.10 康众汽车配件-康众汽配 B轮 5000万美元 高盛集团(中国) 

2016.11.10 带我飞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腾讯;海朋资本;合享资本 

2016.11.10 小红帽教育 N/A 8.7亿人民币 勤上光电 

2016.11.11 辣妈 TV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1 蜜肤医疗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重山资本 

2016.11.11 科技寺 TechTemple 新三板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1 胖鸟装修 A轮 4000万人民币 海银达;联宇投资 

2016.11.11 IMAX爱麦克斯 战略投资 50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1 LESS&MORE多少男装 A轮 1200万人民币 紫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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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6 ValiMail A轮 1200万美元 Shasta;Ventures;Flybrid

ge;Capital;Partners;Blo

omberg;Beta 

2016.11.6 Zirra A轮 160万美元 Singulariteam;Investmen

t;Fund;Ohad;Shaked;Vent

ure;Club;Ru 

2016.11.6 DoSelect 种子轮 未透露 Aarin;Capital;3one4;Cap

ital;Singapore;Angel;Ne

twork 

2016.11.7 Pickmylaundry Pre-A轮 20万美元 GHV;Accelerator 

2016.11.7 Gfresh A轮 2000万美元 湖畔山南资本 

2016.11.7 Pi-top A轮 350万英镑 Hambro;Perks;Com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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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2016.11.7 TrendKite D轮 1630万美元 Adams;Street;Partners;B

attery;Ventures;Mercury

;Fund 

2016.11.7 Tobii Technology E轮 50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7 TalentNext 种子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7 Sunflower Labs 种子轮 210万美元 General;Catalyst;Partne

rs 

2016.11.7 Bizongo A轮 300万美元 IDG 资本;Accel;Partners 

2016.11.7 Borrowed＆Blue A轮 700万美元 Foundry;Group;Foxhaven;

Asset;Management;Accomp

lice;VC 

2016.11.7 OpenKey A轮 800万美元 Ashford;Group;of;Compan

ies;Phoenix;American 

2016.11.7 Periscope Data B轮 2500万美元 DFJ 德丰杰(全球) 

2016.11.7 Fleetsmith 种子轮 310万美元 Harrison;Metal;Index;Ve

ntures 

2016.11.7 Caremondo 0% 未透露 FairMedOnline 

2016.11.7 Alcatel-Lucent 100% 未透露 Nokia 诺基亚 

2016.11.8 Freespee B轮 925万欧元 Sunstone;Capital;Invent

ure;Ventech 

2016.11.8 GuavaPass A轮 500万美元 伟 高 达 创 投

Vickers;Capital 

2016.11.8 BookingTek A轮 220万英镑 Mobeus;Equity;Partners 

2016.11.8 Zoox A轮 5000万美元 Composite;Capital;Manag

ement 

2016.11.8 CorWave B轮 1710万美元 Novo;Seed;Ysios;Capital 

2016.11.8 Aimmune Therapeutics IPO上市后 1.45亿美元 雀巢 

2016.11.8 Tailor Brands A轮 400万美元 Mangrove;Capital;Partne

rs;Disruptive 

2016.11.8 GoOpti A轮 440万欧元 Point;Nine;Capital;RTA;

Capital 

2016.11.8 Rivigo C轮 7500万美元 华 平 投 资

WI;Harper;Group 

2016.11.8 Fillr A轮 500万美元 软 银 中

国;Southern;Cross;Ventu

re;Partners;Reinventure

;Constant;Innovation 

2016.11.8 HarukaEdu B轮 220万美元 Cyberagent;Ventures（国

外 投

资）;Pearson;Affor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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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Fund;Samator;

Education 

2016.11.8 Phonero 0% 2.82亿美元 Telia 

2016.11.9 OnlineTyari A+轮 210万美元 Michael;&;Susan;Dell;Fo

undation 

2016.11.9 Hungry 种子轮 270万美元 Timeless;Capital 

2016.11.9 Exnodes 种子轮 200万美元 Samsung;Ventures 三

星;SK 海力士 

2016.11.9 Tend.ai 种子轮 200万美元 True;Ventures 

2016.11.9 BioConsortia C轮 800万美元 Khosla;Ventures;Otter;C

apital 

2016.11.9 Wurk 种子轮 100万美元 Canopy;Boulder;Poseidon

;Asset;Management 

2016.11.9 Zafin A轮 1000万美元 Vistara;Capital;Partner

s;Beedie;Capital;Partne

rs 

2016.11.9 JustRide 种子轮 300万美元 Susa;Ventures;Kima;Vent

ures;SCM;Holding;IT-Far

m 

2016.11.9 Greenbird A轮 425万欧元 Statkraft;Ventures;ETF;

Partners 

2016.11.9 Grohmann Engineering 0% 未透露 特斯拉 

2016.11.9 Oprea 100% 5.75亿美元 昆仑万维 

2016.11.9 ClariPhy 0% 未透露 Inphi 

2016.11.9 Blue Nile 100% 5亿美元 贝恩资本 BainCapital 

2016.11.9 Global Eagle 

Entertainment 

35% 28亿人民币 喜乐航 

2016.11.9 Leftshift 0% 未透露 Go-Jek 

2016.11.10 Feelter A轮 200万美元 Will;Graylin 

2016.11.10 Jubi 种子轮 57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0 Square Yards B轮 1200万美元 Reliance;Capital 

2016.11.10 SentiOne A轮 350万美元 Venture;TFI;Trigon;TFI 

2016.11.10 ZipLine B轮 25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Andreessen;Horowitz

( 简 称

A16Z);Subtraction;Capit

al;Visionnaire;Ventures 

2016.11.10 PortfolioQuest 种子轮 75万美元 Nels;Friets 

2016.11.10 CurrencyFair A轮 800万欧元 Octopus;Investments;Fro

ntline;Ventures 

2016.11.10 Toast Pre-A轮 150万美元 Aetius;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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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0 Amogha Polymers A轮 3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 

2016.11.10 joy 种子轮 450万美元 Sierra;Ventures;Matrix;

Partners 经 纬 海

外;Fuel;Capital;Liquid;

2;Ventures 

2016.11.11 RiskIQ C轮 3050万美元 Georgian;Partners 

2016.11.11 Hired C轮 3000万美元 Glenmede;Trust 

2016.11.11 indeni A轮 1000万美元 红杉资本中国 

2016.11.11 PillDrill 天使轮 3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1 Blackmoon 战略投资 250万美元 Target;Global;A&NN;Grou

p;Flint;Flint;Capital 

2016.11.11 GolfLAN 天使轮 100万美元 YourNest;Angel;Fund;iSO

N 

2016.11.11 Job Today B轮 2000万美元 Accel;Partners;Mangrove

;Capital;Partners;Flint

;Capital;Felix;Capital;

Astremedia 

2016.11.11 Intuity Medical IPO上市后 4000万美元 HealthCare;Ventures;US;

Venture;Partners;Venroc

k;and;Versant;Ventures;

Growth;Capital;Luther;K

ing;Capital;Management;

Accuitive;Medical;Ventu

re 

2016.11.11 Neo Technology D轮 3600万美元 Creandum;Sunstone;Capit

al;Greenbridge;Partners

;Fidelity ’

s;Eight;Roads;Ventures 

2016.11.11 Teamleader B轮 1000万欧元 Fortino;Capital 

2016.11.11 Treasure Data B轮 2500万美元 SBI 投 资 ( 思 佰

益);Scale;Venture;Partn

ers;Sierra;Ventures;AME

;Cloud;Ventures;Innovat

ion;Network;Corporation

;of;Japan;Dentsu;IT-Far

m;Bill;Tai 

2016.11.11 TubeMogul 0% 5.4亿美元 Adobe;Systems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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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

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

（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

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

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

票平均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

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沈海兵，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

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

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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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

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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