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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潮来临短期承压，建议抓住调整布局板块五

大领域绩优成长股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0.96%，同期沪深 300 上涨 3.04%。11月 25 日，

证监会通报了去年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的行政处罚结果，恒生

网络、同花顺、铭创等三家计算机公司收到了处罚。我们认为，随着利

空落地，行业经过整顿后逐步从野蛮生长状态进入规范化，一些真正优

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预计将逐步脱颖而出。近期，我们重点看好消费金

融领域，个股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等。 

 

本周将进入 12 月份，据 Wind 数据统计，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1 月计

算机行业将分别解禁 400 多亿和 500 多亿，对计算机板块构成相对较大

压力。我们建议投资者后续几个月抓住市场可能带来的调整机遇，布局

能源互联网、无人驾驶车联网、云计算大安全、消费金融等领域真正的

绩优成长股。能源互联网领域，重点看好恒华科技，关注远光软件、泰

豪科技；云计算大安全领域，重点看好绿盟科技、银信科技、齐心集团、

丰东股份、东方通等；消费金融领域，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

三四五等；无人驾驶车联网，重点看好索菱股份、捷顺科技、千方科技、

四维图新等；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看好东方网力、科大讯飞、同花顺、

思创医惠、京山轻机等。 

 

从中长期逻辑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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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云“全球网”正式建成，中国云计算实现全球通。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提速助燃区块链技术。 

 中国启动车用雷达无线技术实验，布局无人驾驶基础设施。 

 京东万象率先应用区块链技术，建设健康大数据生态。 

 华为发布业界首个物联网建网方法论 Things Coverage。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佳都科技：2016年 11月 28日将有 267,410,273 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

市流通，占公司总股本 17.49%。长城信息：现金选择权行权结果的统计

核对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延期披露行权结果。金证股份：公司调减

了非公开发行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由不超过 107,896.58 万元调整为不超

过 107,896.58 万元。拓尔思：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增资通用数

据，完成后将共持有通用数据 0.85%的股权。达实智能：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苏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迁建

工程医疗区域净化工程一标段”，中标金额 14,689 万元。赛为智能：公

司与北京科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一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采

购及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25,885 万元。华鹏飞：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杨阳女士减持 460.25 万股，占总股本的 1.55%。中海达：重大诉讼达

成和解，被告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都市圈 30.62%股权以 900万元的价格

全部转让给公司。榕基软件：公司取得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证书。三元达：公司拟将参股公司三元达网络全部股权（共 11.66%股权）

转让给福建七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1,891 万元。杰赛科技：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二三四五：公司实际控制人

包叔平先生减持了 4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佳都科技：公

司以自有资金 2,000万元认购珠海和诚叁号投资管理中心基金份额，出

资比例为 13.89%。上海普天：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参股子公司上海科创

14.93%的股权。新北洋：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11月 25 日起停牌。

合众思壮：公司拟筹划购买资产，公司股票 11 月 25日起停牌。汉王科

技：公司拟与关联方汉王歌石共同参与北京影研产权转让竞拍，公司预

计以 1892万元受让 60 %股权和 1087万元债权。恒泰艾普：公司全资子

公司博达瑞恒拟将其持有的中盈安信 1700万股转让给中盈安信法人代表

刘荣，每股转让价格为 15 元，转让总金额为 25,500 万元。上海钢联：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业务。赛为智能：公司与北京科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坪

山 7号楼数据中心施工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7,260 万元。北信源：

发布 2016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业绩同向向上，归属净利润为 7,779万元

至 9,193 万元，同比增长 10%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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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0.96%，同期沪深 300 上涨 3.04%。11月 25 日，证监会通报了去年

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的行政处罚结果，恒生网络、同花顺、铭创等三家计算机公司

收到了处罚。我们认为，随着利空落地，行业经过整顿后逐步从野蛮生长状态进入规范化，

一些真正优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预计将逐步脱颖而出。近期，我们重点看好消费金融领域，

个股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等。 

 

本周将进入 12 月份，据 Wind 数据统计，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1 月计算机行业将分别解

禁 400 多亿和 500 多亿，对计算机板块构成相对较大压力。我们建议投资者后续几个月抓住

市场可能带来的调整机遇，布局能源互联网、无人驾驶车联网、云计算大安全、消费金融等

领域真正的绩优成长股。能源互联网领域，重点看好恒华科技，关注远光软件、泰豪科技；

云计算大安全领域，重点看好绿盟科技、银信科技、齐心集团、丰东股份、东方通等；消费

金融领域，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等；无人驾驶车联网，重点看好索菱股份、

捷顺科技、千方科技、四维图新等；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看好东方网力、科大讯飞、同花顺、

思创医惠、京山轻机等。 

 

从中长期逻辑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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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1日-11月 25日），计算机行业板块上涨 0.96%，市盈率为 54.62X（TTM）。

同期沪深 300 上涨 3.04%，市盈率为 13.59X（TTM）。创业板指上涨 0.44%，市盈率为

46.15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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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83.SZ 合众思壮 13.47  300465.SZ 高伟达 -4.98  

600536.SH 中国软件 8.87  002649.SZ 博彦科技 -4.91  

600718.SH 东软集团 8.71  603918.SH 金桥信息 -4.44  

300248.SZ 新开普 7.66  002474.SZ 榕基软件 -3.92  

603636.SH 南威软件 7.61  002195.SZ 二三四五 -3.73  

300352.SZ 北信源 7.60  300455.SZ 康拓红外 -3.73  

300458.SZ 全志科技 7.46  300277.SZ 海联讯 -3.68  

300209.SZ 天泽信息 7.16  002577.SZ 雷柏科技 -3.63  

300379.SZ 东方通 7.00  300235.SZ 方直科技 -3.53  

300085.SZ 银之杰 6.03  300271.SZ 华宇软件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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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云“全球网”正式建成，中国云计算实现全球通 

11月 21日，阿里云在迪拜宣布其位于欧洲、中东、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数据中心将于月内相继

开服。这标志着中国首家云计算服务商在全球主要互联网市场形成云计算基础设施覆盖，将

为中国出海企业以及当地客户提供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服务，云计算全球通时代正式到来。 

 

此前，阿里云已经在美国西部、美国东部、新加坡和香港设立有数据中心，并在新加坡设立

有海外业务总部。欧洲、中东、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大区开服之后，全球云计算用户将可获得

更为流畅的计算服务体验。 

 

在开放上述 4个地区的服务节点之后，阿里云可以提供计算服务的节点将包括：华北 3个、

华东 2个、华南、香港、新加坡、美国东部、美国西部、日本、欧洲、中东和澳大利亚等 14

个。这些数据中心将为海内外用户提供存储、安全、中间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系列产品。 

 

军地专家学者北京研讨“大数据与国家安全” 

中新网北京 11月 22日电， “大数据与国家安全”研讨会 22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军方和地

方的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探索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给国

家安全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研讨会由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工程实验室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研讨议题包括大数据

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前景，大数据时代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

全，以及大数据与军民融合战略等。 

 

腾讯云发布安全白皮书：云计算如何保障用户安全 

近日，腾讯云安全团队、腾讯研究院安全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16 腾讯云安全白皮书》。白

皮书明确了腾讯云与用户的“安全责任共担机制“，对腾讯云安全防护的能力、服务及产品

进行了系统阐述，更对云安全生态的建设思路进行了分享。 

 

《2016 腾讯云安全白皮书》提到，依托安全责任共担模型，IaaS、PaaS、SaaS 的云计算三类

服务模式中，腾讯云分别提供基础云产品、平台类云产品、应用类云产品，在物理和基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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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安全、主机和网络安全、应用安全、访问控制管理、终端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双方各

司其职，覆盖面广，渗透性强，“厂商+客户”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实现横到边、竖到底、

全覆盖的网格化安全监管体系。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第二次成果发布会即将召开，届时将发布国内首个容器技术白皮书 

2016年 12月 2日，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OSCAR）将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 2016年会暨第二次

成果发布会，披露多项重量级工作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烽火、IBM、云栈科技、

博云、京东、豆瓣等多家机构和企业将联合发布国内首个容器技术白皮书——“《中国云计

算产业发展白皮书》第二部分：基于容器技术的产业”。白皮书详细阐述了近两年异常火爆

的容器技术的发展历程，全面分析容器技术的特点和优势，介绍容器技术主要的应用场景以

及未来发展方向，为业界进进一步了解容器技术和用户相关决策提供详实的数据。 

 

近两年，容器已经成为云计算领域快速崛起的一项开源技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实际项目中

应用容器技术。为了让业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容器技术，OSCAR 继 7 月份发布“《中国云计

算产业发展白皮书》第一部分：基于 OpenStack 技术的产业”后，将在此次大会上发布业界

首个容器技术白皮书——《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第二部分：基于容器技术的产业”。 

 

天津东丽区与华为企业云战略合作，加速构建云计算发展新格局 

2016年 11月 25 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云计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就共建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生命健康、金融服务等领域达成全方位、多层次战略合

作。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何树山、市经信委主任李朝兴、东丽区人民政府书记尚斌义、东

丽区人民政府区长杨茂荣、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纪平、企业云业务部总裁杨瑞凯、中国区北

区总裁左德峰、天津代表处代表亓震等出席签约仪式。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搭载智能车联网系统，北京伽途 im 系列新品亮相广州车展 

人民网广州 11月 21日电（王晴）在 2016广州国际车展上，福田汽车乘用车品牌发布了北京

伽途 im系列新品。该系列车型包含北京伽途 im6和北京伽途 im8 两款产品，前置前驱的配置，

并搭载智能车联网系统，将于 2017 年 2 月正式上市。 

 

三星将扩大车用电子事业组织，LG 与 SK亦积极布局车联网 

全球汽车市场兴起高科技风潮，传统车商及科技业者纷纷加速新一代智能车技术研发。三星

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看好智能车市场发展潜力，日前宣布以 80亿美元收购美国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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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组件业者 Harman，后续应会扩大车用电子部门规模。 

 

另一方面，全球汽车市场掀起智能车潮，自驾车、连网车(Connected Car)等新一代车辆研发

俨然变成科技大厂的新目标。科技业者不仅直接设计汽车，开发自动驾驶系统也是发展重点。  

 

乐金电子(LG Electronics)在 2016年 7月决定与福斯汽车(Volkswagen)共同开发连网车技术；

SK 电信(SK Telecom)日前与 BMW在韩国 BMW Driving Center 试驾场地，成功进行利用 5G网

路的连网车试驾。 

 

“2016 中国车联网大会”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黄金水岸大酒店隆重开幕 

11月 23-24日，“2016中国车联网大会”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黄金水岸大酒店隆重开幕，大

会在工信部科技司等有关司局的支持下，由人民邮电报社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

信标准化协会等单位主办，车联网行业领军企业北京开元智信通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信通车联网）董事总经理张立明，将与现场多位国内车联网领域一线创业者、整车厂商、电

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IT集成和解决方案提供商、车载信息服务和设备提供商、行业组织、

科研机构、投资人、专家学者等共同论道车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技术和品牌创新。智信通

车联网公司独有的互联网+分时租赁+网约车+汽车共享模式，打造绿色出行服务的整套软件硬

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及运营数据，该公司堪称国内车联网时代的“瑞士军刀”。 

 

我国布局自主 5G车车通信，支撑无人驾驶 

11月 23日，记者从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获悉，中国已经启动车用 77-81GHz 毫米波雷

达无线技术和频率划分研究试验工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

盟（TIA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开展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用于智能交通车车通信的 LTE-V

无线技术和频率划分研究试验工作。这些均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全面布局基于 5G的自主车车通

信技术。随着中国先进通信技术的产业化和商用化，将有利于提升中国智能汽车、车联网领

域的核心竞争能力，支撑中国自主技术成为 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智能交通

系统全球频率统一的核心提案，推动中国技术抢占前沿市场。 

 

顶尖黑客云集 SyScan360，国内首个车联网安全中心成立 

中新网 11月 24 日电  2016 SyScan360 国际前瞻信息安全会议 24日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

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和用人工智能解决安全问题。来自中、美、德、英等 6个国家、21 位互联

网安全专家与顶级黑客发表目前安全圈最受关注的金融安全防御、智能硬件破解、人工智能

挖掘漏洞等 16个议题。 

 

值得关注的是，360 宣布正式成立车联网安全中心，并发布全套汽车安全解决方案。在会上，

360公司宣布，360车联网安全中心正式成立。中心为车联网安全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推出

360汽车卫士、CANPICK 等多个汽车安全防护和检测产品。360 汽车卫士相当于家用电脑的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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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卫士，具有车载电脑杀毒、清理、root 检测、汽车控制监控等功能；CANPICK 是一款基

于可视化的车联网安全验证工具，可以用于汽车总线安全设计、测试、评估以及汽车整车安

全验收。 

 

东软集团中标中国移动下一代车联网项目 

C114讯 11月 25日简讯 据来自中国移动的官方消息显示，中国移动下一代车联网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品开发已经选定东软集团作为供应商。 

 

据悉，东软在 25 年前就开始了对汽车电子这一领域的研发和攻关。目前，东软 2万多名员工

中，近 4000人从事的工作与这个领域相关。集团在沈阳、大连、德国汉堡都有研发基地。除

此之外，东软集团的相关业务已覆盖车载娱乐信息解决方案和产品工程服务，并已成长为中

国最大的车联网整体端到端解决方案提供商。 

 

（三）物联网 

全国首家窄带物联网规模化商用局在榕启用 

18 日，全国首家 NB-IoT(窄带物联网)规模化商用局启用仪式在福州市马尾区举行。 

 

福州市副市长阮孝应表示，全国首家 NB-IoT(窄带物联网)规模化商用局在福州启用，标志着

福州率先进入窄带物联网大规模商用的阶段。相信在各方的支持下，福州将吸引各类芯片开

发商、设备制造商、应用开发商等上下游企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联网企业，成为全国物联

网产业示范城市。 

 

据了解，下一阶段，福州市将制定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 NB-IoT 项目支持力度，致力于推

动其在智能水务、智能工业、智能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福州市将致力建成国家级 NB-IoT开发

实验室、物联网孵化基地和产业园，通过培育孵化，带动中小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物联网公司，实现物联网产业集群发展。 

 

华为发布业界首个物联网建网方法论 Things Coverage 

华为常务董事、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丁耘在 2016年(第七届)全球移动宽带论坛(2016 Global 

Mobile Broadband Forum)上发布了物联网建网方法论 Things Coverage。 

 

Things Coverage 是业界首次用统一的语言来衡量物联体验,更是首个面向物的网络规划理论

体系,在为包括运营商、用户等多个维度在内的整个物联网生态提供明确量化指标和方向指引

的同时,帮助运营商最快速建网、最大化物联网网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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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马尾区动建国内首个窄带物联网水务项目 

福州新闻网 11月 25日讯 昨日记者从福州开发区（马尾区）智润科技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

司与福州市政府合作打造的全国首个窄带物联网（NB-IoT）智能水务试点项目已进入建设阶

段。其云数据分析处理将在智润公司开发区总部完成，试点范围为福州仓山南台岛。 

 

据了解，这是福州市城市供水漏损治理项目作为国内首个 NB-IoT规模商用的承接项目。“本

月，全国首个窄带物联网商用局在福州启用，我们的项目正是商用首个试点项目。”智润公

司总工程师周永宏接受采访时表示，供水漏损治理项目将实时监控水网内的流量、压力、温

度等数据，通过云数据分析就可以有效判断水网漏损情况，并给出解决方案。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国内首个区块链孵化基地落户上海 

搜狐财经讯（罗为加）日前，由瑞紫投资牵头成立的国内首个区块链孵化基地“天空区块链

孵化基地”落户上海市宝山区上海智力产业园。同时落户的还有“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上

海协同创新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上海智力产业园孵化基地”。中国信息产业部、

中国工程院、上海市委市政府、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宝山区政府、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等机构代表出席发布会。 

 

数字货币研究提速助燃区块链技术 

中国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关注度似乎一直在提升。最新的证据是，央行官网发布了一则数字

货币研究工作人员招聘公告。早在今年 1月 20日，央行曾召开闭门数字货币研讨会，表示已

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今年年中，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调

查统计司司长的盛松成，在首届大数据金融论坛发言中明确表示，未来央行数字货币是基于

区块链等技术创新的本位币，将有助于提升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沃尔玛利用区块链技术监控食品安全 

北京时间 11 月 23日上午消息，比特币所使用的区块链技术已经逐步走出金融行业。现在，

沃尔玛也准备利用这项技术追踪食品供应链，并识别和召回受到污染的产品。 

 

这项技术最初用于确保汇款安全，成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但最近其他行业也纷纷开始利用

这种技术。例如，IBM今年 2 月就为企业提供区块链即服务（blockchain-as-a-service），

主要瞄准物流行业，尤其是食品供应领域。 

 

沃尔玛今年 10月就与 IBM和清华大学合作追踪从农场到货架的猪肉。沃尔玛还在美国使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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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追踪包装产品。该公司希望在出现问题时（例如在运送肉类的过程中发生污染）快

速找到受影响的产品，并第一时间下架和召回。 

 

京东万象率先应用区块链技术，建设健康大数据生态 

近日，京东云旗下大数据交易平台——京东万象数据服务商城宣布率先将区块链技术用于大

数据的流通和交易，实现数据的溯源、确权，成为全国首个能够有效保护数据知识产权的大

数据平台。应用区块链技术后，得到权益保障的数据提供方会更愿意参与数据交易，而数据

需求方也可以轻松获取原始数据，查看数据质量，得到指导服务等。区块链技术历史性地突

破了限制数据流通和交易的瓶颈，将促成数据市场的规模性增长，真正推动各行业、企业运

用大数据实现升级转型，全面带动大数据流通进入 2.0时代。 

 

互联网金融年报发布，技术成行业发展关键词 

近日，在全球第三届互联网大会上，普惠金融再次成为大会关注的焦点，甚至还首次举办了

“互联网+普惠金融”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不仅云集行业大佬，而且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还

组织发布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年报(2016)》(简称年报)，这也是我国首份由全国性互联网金

融行业组织编写发布的行业年报。  

 

据悉，该年报涵盖了互联网金融支付、个体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

网消费、互联网股权融资等七个主要业态的发展情况。年报指出，自 2015 年，国内互联网支

付业务、个体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飞速发展，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年报还指出，未来互联网和金融将呈现出深度融合态势，互联网技术将对金融产品、业务、

组织和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安全界的传奇人物 John McAfee 加入区块链安全公司。 

传奇人物 John McAfee 的生涯迎来一个惊人转折，他要加入一家公司，给别人打工了。位于

多伦多的 Equibi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近日宣布，McAfee 被聘为公司的首席安全官，

有趣的是，他不是向 CEO 汇报工作，而是直接向董事会。Equibit 是一家安全公司，其服务用

于保证发行股票安全，保护交易不受黑客攻击，其中使用到了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该平

台也会处理其它服务，比如股东投票和新股东注册。 

 

Equibit 认为，McAfee 加入后，公司会继续为区块链服务制定安全标准。作为安全界的传奇

人物，McAfee应该会对这家公司大有益处。McAfee 本人则认为，Equibit 已经是专注于金融

领域的重量级区块链公司，他的加入是想帮助公司更快成长。但具体的工具，双方都没说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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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全球首个光电子神经网络问世 

神经网络正席卷着计算世界。在它们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得以推进机器学习的进程。面部识

别、对象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这些原本都是人类才有的技能，现在逐渐成为

了机器的常规配置。 

 

由于神经网络能够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给了研究人员更大的动力来创建更强大的神经网

络。而这项研究的关键是创建类似神经元（ neurons）的电路，即神经形态芯片（neuromorphic 

chip）。那么，如何使电路的速度得到显著提升？现在，这一问题或许有了答案。据 MIT 报

道，普林斯顿大学的 Alexander Tait 团队创建了全球首个光电子神经网络，并展示了其在

计算上的超速度。 

 

2016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大数据资源管理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新网 11月 22 日电 近日，“2016 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大数据资源

管理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上举行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信

息化推进联盟协同创新专委会联合相关单位发起的“大数据与信息资源协同创新共同体”成

立仪式，共同体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赵国俊教授介绍了“大数据与信息资源协同创新共同体”

的成立背景、目的、发展目标、工作方向及具体工作计划。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北京

大学杨学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会委员、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协同创新专委会宁家骏主任共同为“大数据与信息资源协同创新共同体”

揭牌。 

 

2016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指标发布 

中国网 11月 23 日讯 2016年 11 月 18日，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中国人民大学智慧城市

研究中心、国衡智慧城市科技研究院在“2016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

大数据资源管理研讨会”上联合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

指标体系》。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信息化协同

创新专委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国衡智慧城市科技研究院承办，会议在

人民大学逸夫楼二层圆满闭幕。  

 

麦肯锡报告称大多数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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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科技讯 11月 2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著名资讯公司麦肯锡一项全球研究发现，包

括很多高薪工作在内的大多数工作将变得自动化。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顾问 Michael Chui 认为，

这种担忧并无道理。在很多技术成熟领域，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接管人类工作。 

 

这些发现源自麦肯锡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工智能不仅会取代工厂工人的工作，也会影响到

诸如卡车司机等职业。Michael Chui 指出，“现在诸如收集数据以及分析数据等工作已经占

到总体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在为这些工作支付高薪。”Michael Chui 强调这种类

型的工作是人工智能转型的突破口，有 64%的数据收集工作以及 69%的数据处理工作可以由机

器人完成。 

 

麦肯锡发布了一个在线互动信息图标，其显示了各行各业的自动化率。譬如时薪 46 美元的管

理岗位，其工作的自动化率为 28%。而蓝领职位依旧是可自动化率最高的行业。诸如时薪 9 美

元的配餐岗位，其工作的可自动化率为 74%。  

 

京东宣布成立 Y事业部，发展人工智能 

网易科技讯 2016年 11月 24 日消息，京东今日宣布正式成立京东 Y事业部。Y事业部以服务

泛零售为核心，着重智慧供应链能力的打造。据介绍，基于大数据的销售预测是供应链管理

的源头和基础能力，粗略测算，1%的预测准确度的提升可以节约数倍的运营成本。京东方面

称，Y 事业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销量预测平台，将销量精细化预估至每个商品单元上，

帮助京东自营管理人员制定商品销售策略和备货计划，将用户想买的商品提前送到就近的仓

库。围绕供应链人工智能平台，Y事业部还在持续推进智能库存管理、智能定价、智能促销等

模块在京东自营零售管理中的应用。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长城电脑:继续停牌，待收购请求权行权结果统计并核对完成后申请复牌。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月 1 日起开始停牌，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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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请求权申报期现已结束，但

收购请求权行权结果的统计核对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月 22日（星期二）

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收购请求权行权结果统计核对确定后将及时披露并申请复牌。 

 

世纪瑞尔：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继续停牌。该事项涉及

购买资产，标的资产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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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都科技：2016 年 11月 28 日将有 267,410,273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占公司总股

本 17.49%。 

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67,410,273 股，占

公司总股本 17.49%。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 11 月 28日。 

   

长城信息：现金选择权行权结果的统计核对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延期披露行权结果。 

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25日刊登了《关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月 1日开始停牌，此后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

直至实施换股后，转换成长城电脑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及挂牌交易。公司现金选择权

申报期现已结束，但现金选择权行权结果的统计核对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鉴于上述情况，公

司待现金选择权行权结果统计核对确定后将及时披露。  

 

星网锐捷：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5,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2016年 11月 21 日，公司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32 天”理

财产品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合同约定，公司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5,000 万

元购买理财产品，产品类型为保证收益型，投资期限 32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2.9%。 

 

金证股份：公司调减了非公开发行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由不超过 107,896.58 万元调整为不超

过 107,896.58 万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调减了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金额的调减导致了发行数量的变化。调整前，

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3,807.78 万元，根据发行底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预计不

超过 56,818,496 股（含 56,818,496 股）。调整后，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7,896.58 万元，

根据发行底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预计不超过 35,271,847 股（含 35,271,847 股）。 

 

拓尔思：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增资通用数据，完成后将共持有通用数据 0.85%的股

权。 

2016 年 11月 21日，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通用数据”）在天津市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由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 万

元增资通用数据，通用数据本次增资计划完成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11,825 万元人民币，公司将

持有通用数据 0.8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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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电脑：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收购请求权申报期现已结束，已有效申报的收购请求权相应的股份资金交收均已办理完

毕。鉴于上述情况，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 月 23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复牌。 

 

达实智能：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迁建工程医疗区域净化工程一标段”，中标金额 14,689.0818 万元。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信医疗”）收到《中标通

知书》，确定久信医疗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迁建工程医疗区域净化工程一标

段”的中标人，中标金额 14,689.0818 万元。 中标工期为 179 日历天。 

 

赛为智能：公司与北京科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一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采购及服

务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25,885.20 万元。 

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22日与北京科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瑞机电”）签订

了深圳横岗雅力嘉工业园 10 号楼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采购及服务合同，本合同总金额为

25,885.20 万元（其中设备金额为 25,463.40 万元，技术服务费金额为 421.80 万元，合同价

格为预估价格，具体价格以双方签订并实际发生的单项合同价格最终结算为准）。 

 

华鹏飞：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杨阳女士减持 460.25万股，占总股本的 1.55%。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杨阳女士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获悉杨阳女士于 2016年

07月 29日至 2016年 11月 2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 460.2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 

 

中海达：重大诉讼达成和解，被告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都市圈 30.62%股权以 900万元的价格

全部转让给公司。 

公司与被告方（喻红星、林雪珍）经协商, 双方达成和解共识，基于公司的赔偿诉求，被告

方（喻红星、林雪珍）同意将其所持有的都市圈 30.62%股权以人民币 9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

让给公司。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都市圈公司 89.3%的股权，被告方（喻红星、林雪珍）不再

持有都市圈股权。被告方（喻红星）同意协助将 O.CN域名的持有人变更至都市圈公司名下。 

 

榕基软件：公司取得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证书。 

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

承包一级”。该资质的取得体现了公司在建筑智能化领域较强的综合实力，将有助于公司在

建筑智能化工程领域拓展新的业务，为公司未来承担大型智能化项目提供了有力保证，从而

不断加强公司在这一领域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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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普：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认购对象报价、缴款等工作，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认购对象报价、缴款等工作，公司及

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募集资金验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等后续

工作。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 11 月 24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三元达：公司拟将参股公司三元达网络全部股权（持有 11.66%股权）转让给福建七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1,891 万元。 

公司拟将参股公司福建三元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网络”或“目标公司”）

全部股权（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11.66%股权）转让给福建七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元达网络

注册资本 5,500 万元，截至基准日 2016 年 9月 30 日的净资产值为 2,849.83 万元，标的股权

对应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2,849.83 万元。经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三元达网络截至 2016 年 9月 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6,226.00 万元，双方同意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1,891.95 万元。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福建七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黄国英先生控制

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福建七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

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创意信息：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认购对象报价和核查等工作，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并聘请国枫律师事务

所对报价认购过程进行现场见证。目前，已顺利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认购对象

报价和核查等工作。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月 24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南洋科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国资委、财政部等核准，公司股票 2016 年 11月 24 日复牌。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

准、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取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月 24 日开市起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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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赛科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2016年 11 月 18日

签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

资有关问题的批复》。根据该批复，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杰赛科技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

资总体方案。 

 

浩丰科技：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 2016年 11 月 24 日起停牌。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

股票自 2016 年 11月 24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待公

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创意信息：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认购对象报价和核查等工作，公司股票明日复牌。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并聘请国枫律师事务

所对报价认购过程进行现场见证。目前，已顺利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认购对象

报价和核查等工作。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月 24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二三四五：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减持了 4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31%。 

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23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的通知，包叔平先生因个人资金安

排需要，于 2016年 11 月 23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本人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4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10,465,440 股的 2.3031%。 

 

本次减持后，包叔平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4,340,3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12%；

包叔平先生直接和间接共控制公司股份的表决权股数为 346,064,9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142%，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佳都科技：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认购珠海和诚叁号投资管理中心基金份额，出资比例

为 13.89%。 

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认购珠海和诚叁号投资管理中心基金份额，出资比例为 13.8889%。

普通合伙人和诚智益出资 1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0.6944%；其他非关联出资人均为有限合伙人，

出资合计 12,300万元。目前资金已全部到位。 

 

上海普天：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参股子公司上海科创 14.93%的股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转让所持上海普天科创电子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司拟依法转让所持上海科创 14.93%的股权，

转让生效后公司持有上海科创 14.2%的股权。 预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不低于人民币 35亿

元，最终评估价值以正式评估报告为准。公司拟将所持上海科创 14.93%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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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挂牌转让，最终交易价格以实际交割价格为准。 

 

新北洋：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2016年 11 月 25 日起停牌。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 月 25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 10个交易日，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合众思壮：公司拟筹划购买资产，公司股票 2016 年 11月 25 日起停牌。 

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拟购买标的资产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预计

此次交易金额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保证信息公平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1月 25 日（星期五）开市

起停牌。 

 

汉王科技：公司拟与关联方汉王歌石共同参与北京影研产权转让竞拍，公司预计以 1892 万元

受让 60 %股权和 1087 万元债权。 

数字化数据服务及相关解决方案是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要业务之

一，为降低信息不对称及对传统数据加工服务企业业务整合不畅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同时为

满足投资标的管理团队的诉求，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联合受让的方式，与关联方上海汉王

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王歌石”）共同参与转让竞拍北京

影研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影研”）100%股权及 1087.673413 万元债权。

该国有产权转让项目于 2016 年 10月 28 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格合计为 

2429.383412 万元。 

 

联合受让交易：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汉王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分别受让 60 %股权、40%股权及 1087.673413 万元债权、0万元债权。按挂牌价格分别计算后，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汉王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受让金额分别

为：1892.699413 万元、536.684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恒泰艾普：公司全资子公司博达瑞恒拟将其持有的中盈安信 1700 万股转让给中盈安信法人代

表刘荣，每股转让价格为 15 元，转让总金额为 25,500 万元。 

北京中盈安信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安信”或“目标公司”）是恒泰艾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博达瑞恒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达瑞恒”或“转让方”）之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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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达瑞恒拟将其持有的中盈安信 1700 万股转让给中盈安信法人代表刘荣（以下或称“受让

方”）,转让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博达瑞恒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

北京中盈安信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估值报告》”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约

定，每股转让价格为 15 元，转让总金额为 25,500 万元。 

 

皖通科技：公司全资控股公司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经费 848万元。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控股公司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东科技”）获得政府补助经费 848万元。华东科技已于 2016 年 11 月 24日

收到该笔补助经费。 

 

上海钢联：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拟

抓住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带来的第三方互联网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发展的大趋势，利用互联网

技术与大数据挖掘技术建设公开、透明、诚信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平台，研发更适合中小企

业以及个人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赛为智能：公司与北京科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坪山 7号楼数据中心施工项目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 17,260万元。 

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25日与北京科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瑞机电”或“发

包人”）签订了深圳坪山 7号楼数据中心施工项目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本合同为

固定单价合同，设备材料数量及工程量以实际结算为准，签约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7,260.50

万元（暂定价），其中：建设工程部分金额为人民币 16,836.48 万元，验证测试部分金额为

人民币 424.02万元。 

 

北信源：发布 2016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业绩同向向上，归属净利润为 7,779 万元-9,193 万

元，同比增长 10%-30%。 

公司发布 2016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业绩同向向上，归属净利润为 7,779 万元-9,193 万元，同

比增长 10%-30%。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发展规划及经营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公司不断加大各项产业布

局和不断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公司的收入规模较上年同期稳定增长，公司本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然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预计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当

期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91.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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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雅达：交易各方拟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1月 28 日开市起

停牌。 

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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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金网安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网安泰”）80%股权，

并向北京水杉兴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鼎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焱热

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普华济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现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时间进度晚于预期，公司与金网安泰方面无法就重组方案的调整

达成一致，交易各方拟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召开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资产重

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月 28日开市起停牌。 

 

任子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继续停牌。 

公司原计划于 2016 年 11月 28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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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备忘录第 22号》的相关规定及目前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为保

证公司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能够顺利推进，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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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停牌首日起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公司于 2016年 11 月 24日

召开了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继续停牌事项。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11/28)周一 (11/29)周二 (11/30)周三 (12/01)周四 (12/02)周五 

飞利信(300287):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银信科技(300231):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保千里(600074):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金智科技(00209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佳都科技(600728):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美亚柏科(300188):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长高集团(00245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科士达(002518):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中昌数据(60024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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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信(300287):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达华智能(002512): 股东大

会召开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飞利信(300287):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华宇软件(300271): 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金智科技(00209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召开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飞利信(30028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达华智能(00251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银信科技(300231): 股东

大会召开 

达华智能(00251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保千里(600074):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金智科技(00209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大

会召开 

银信科技(300231):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中科创达(30049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星网锐捷(002396): 股东大

会召开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美亚柏科(300188):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佳创视讯(300264):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星网锐捷(00239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飞利信(300287): 股东大

会召开 

佳创视讯(30026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佳创视讯(300264): 股东大

会召开 

星网锐捷(00239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银信科技(300231):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佳创视讯(30026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科士达(002518):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召开 

捷成股份(300182):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东华软件(002065):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保千里(600074): 股东大会

召开 

科士达(002518):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佳创视讯(300264):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美亚柏科(30018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美亚柏科(30018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中科创达(300496):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召开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捷成股份(30018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银信科技(30023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飞利信(30028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中科创达(30049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新国都(300130):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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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捷成股份(30018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长高集团(002452):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美亚柏科(300188): 股东大

会召开 

美亚柏科(30018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美亚柏科(30018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中科创达(300496):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信雅达(600571): 停牌 佳创视讯(300264):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信雅达(600571): 披露重大

信息停牌 

星网锐捷(002396):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保千里(6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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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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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0 个推 D轮 4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0 量财富 A轮 1亿人民币 广州基金 

2016.11.21 AcFun弹幕视频网(A站) B轮 2.5亿人民币 中文在线 

2016.11.21 爱范儿 新三板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1 智特医疗 战略投资 未透露 携程 

2016.11.21 遇言不止 天使轮 275万人民币 娱乐工场 

2016.11.21 ImageQ A轮 2700万人民币 湖北高新投 

2016.11.21 游龙网络 19196 手游平

台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1 亿方云 A+轮 840万美元 泛 城 科 技 陈 伟

星 ;UMC;Capital 联 电 资

本;经纬中国;光速中国 

2016.11.21 就医 160网 IPO上市后 5650万人民币 启赋资本;亚商资本;嘉诚

资本 

2016.11.21 天天拍车 C轮 1亿美元 兴业资管-兴业证券;高达

资本;易车网;腾讯;软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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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SIG 海纳亚洲 

2016.11.21 MorningTec晨之科 D轮 2.5亿人民币 中文在线 

2016.11.21 聚保物流 天使轮 450万人民币 复之硕资本-安硕信息;点

亮资本 

2016.11.21 沐金农 A+轮 1250万人民币 团贷网 

2016.11.21 自客 战略投资 未透露 高 榕 资 本

Banyan;Fund;BOSS 直聘 

2016.11.21 美窝家装 天使轮 3000万人民币 初心资本;隆领投资;元晓

资本 

2016.11.21 牛魔王票务 A+轮 数千万美元 经纬中国;南山资本 

2016.11.21 杭州德格 N/A 3亿人民币 迪安诊断 

2016.11.22 李鼎传媒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文资数码投资基金 

2016.11.22 亚洲星光娱乐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合润创投 

2016.11.22 金诺科技 新三板 68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科信技术 IPO上市 3.51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吉福新材 新三板 1214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仕净环保 新三板 924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买材网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速降网 种子轮 107万人民币 蚂蚁天使 

2016.11.22 集行神州 天使轮 200万人民币 优势资本 

2016.11.22 精测电子 IPO上市 3.98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云端漫画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五星诚瑞 

2016.11.22 Face++旷视科技 B+轮 2000万美元 鸿海集团 Foxconn 

2016.11.22 宝贝计画 天使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南瓜车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安持资本 

2016.11.22 古美术 天使轮 13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2 爱投资 B轮 2.5亿人民币 恒润华创 

2016.11.22 轻松到家 B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控东海投资 

2016.11.22 在家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头头是道投资基金;丰实影

美;环球品汇 

2016.11.22 OhFlyer飞享者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田仆资产 

2016.11.22 图为媒 N/A 337万人民币 承泰科技 

2016.11.23 乐嘉体育 天使轮 1015万人民币 三夫户外 

2016.11.23 群星金融网 B+轮 1.5亿人民币 曦域资本 

2016.11.23 汇汇生活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易联资本 

2016.11.23 NEIWAI内外内衣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启赋资本;真格基金 

2016.11.23 钱方支付 战略投资 2亿人民币 Whiz;昭文社 

2016.11.23 链菜 A轮 1.5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3 通灵珠宝 IPO上市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3 火星文化 B轮 5000万人民币 和光博雅 

2016.11.23 优个网 A轮 600万人民币 探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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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4 尖叫吧 种子轮 3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4 宏辉果蔬 IPO上市 3.1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4 凯中精密 IPO上市 4.94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4 微值 种子轮 1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4 徙木金融 A轮 1.02亿人民币 知新资本;招商局;华创资

本;春晓资本;富慕资本 

2016.11.24 3Glasses虚拟现实科技 B+轮 6000万人民币 欧菲光 

2016.11.24 糖豆广场舞 B+轮 500万美元 IDG 资本;祥峰投资 Vertex 

2016.11.24 在行(分答)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腾讯 

2016.11.24 爱丁医生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通和资本;顺为基金 

2016.11.24 海投金融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明势资本;珉安智本 

2016.11.24 车满满 战略投资 7750万人民币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11.24 冰世界体育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探路者 

2016.11.25 圣农食品 战略投资 未透露 中和资本 

2016.11.25 乐乎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5 知识分子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宝宝树;好未来(学而思) 

2016.11.25 思敦科技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丰实资本-;嘉实基金 

2016.11.25 爱贷网 B轮 2亿人民币 华信电子 

2016.11.25 owhat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太合音乐 

2016.11.25 量化派 Quant Group C轮 5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5 汽配 1号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美晨科技 

2016.11.26 KC童趣 天使轮 770万人民币 映趣资本 

2016.11.26 金英杰教育 B轮 5000万人民币 华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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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0 Genalyte D轮 3600万美元 Khosla;Ventures;Redmile

;Group 

2016.11.21 Patsnap智慧芽 C轮 未透露 红杉资本中国;顺为基金 

2016.11.21 PeerStreet A轮 1500万美元 Andreessen;Horowitz( 简

称

A16Z);Rembrandt;Venture

;Partners;The;Kaiser;Fa

mily;Foundation;Montage

;Ventures 

2016.11.21 DataVisor B轮 未透露 元生资本 

2016.11.21 Codefights A轮 1000万美元 e.ventures 

2016.11.21 SIGFOX E轮 1.6亿美元 Salesforce;Bpifrance;英

特 尔 投 资

Intel;Capital;Elliot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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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gement;Air;Liquide

法 国 液 化 空

气;IDInvest;Partners;IX

O 

2016.11.21 Wearhaus A轮 400万美元 Tellus;International;小

象资本;南方传媒 

2016.11.21 H&D Wireless A轮 300万美元 Blasieholmen;Investment

;Group 

2016.11.22 BurgieLaw 种子轮 20万美元 TinkBig;Venture 

2016.11.22 Sparkcentral B+轮 2000万美元 Split;Rock;Partners;LRM

;Group;MC;Jackson;Squar

e;Ventures 

2016.11.22 RapidAPI 种子轮 350万美元 Andreessen;Horowitz( 简

称

A16Z);FundersClub;SV;An

gel;500;Startups;Green;

Bay;Advisor 

2016.11.22 Third Eye Health 战略投资 100万美元 TLSG 

2016.11.22 Vector Space 天使轮 125万美元 Space;Angels;Network 

2016.11.22 Vymo A轮 5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 

2016.11.22 BuildPulse 种子轮 130万美元 Alliance;of;Angels;Bell

ingham;Angel;Investors;

Tappan;Hill;Ventures 

2016.11.22 SolarCity 0% 26亿美元 特斯拉 

2016.11.22 Dyn 0% 6亿美元 甲骨文 Oracle 

2016.11.22 Qwiklabs 0% 未透露 Google 

2016.11.22 LifeLock 100% 23亿美元 赛门铁克 

2016.11.22 Machinima 0% 未透露 Warner;Bros.华纳兄弟 

2016.11.22 Scroll 0% 未透露 BuzzFeed 

2016.11.23 Aye Finance B轮 1030万美元 Accion ’

s;Frontier;Investments;

Group;LGT;IV;SAIF;Partn

ers 

2016.11.23 Hornet A轮 800万美元 香港银泰 

2016.11.23 ItemMaster A轮 750万美元 Chicago;Ventures;Edison

;Partners 

2016.11.23 Bizly 种子轮 150万美元 Brooklyn;Bridge;Venture

s 

2016.11.23 Soul Machines A轮 750万美元 Horizons;Ventures 维 港

投资;Iconiq;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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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3 Arcterus B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3 Arcterus B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3 Barefoot 战略投资 2400万美元 阿里巴巴;腾讯 

2016.11.23 True Link Financial 天使轮 360万美元 Kapor;Capital;Cambia;He

alth;Solutions;Ziegler;

Link-Age;Symmetrical;Ve

ntures;Initialized;Capi

tal 

2016.11.23 Grabhouse 0% 未透露 Quikr 

2016.11.23 WIS Telecom 100% 未透露 UNIFI;Communications 

2016.11.24 Apptopia 种子轮 270万美元 500;Startups;Sound;Vent

ures 

2016.11.24 Agricool 种子轮 430万美元 Daphni 

2016.11.24 Knowlarity 

Communications 

C轮 2000万美元 Delta;Partners;Sequoia;

Capital( 红 杉 海

外);Mayfield;Fund 

2016.11.24 Metacert 战略投资 120万美元 Moneta;Ventures;Shaked;

Ventures;Sierra;Angel;N

etwork;Monta;Vista;Capi

ta 

2016.11.24 ShareChat A轮 400万美元 Lightspeed;Venture;Part

ners 美 国 光

速;SAIF;Partners;India;

Quotient 

2016.11.24 Skyscanner天巡 100% 14亿英镑 携程 

2016.11.24 Biba 0% 未透露 Amazon 亚马逊 

2016.11.25 Wynd B轮 3170万美元 Bpifrance;Orange;Digita

l;Ventures;Sodexo;Ventu

res 

2016.11.25 The Fifth Collection 种子轮 14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5 Albert 种子轮 250万美元 Bessemer;Venture;Partne

rs;500;Startups;CFSI;50

0;fintech 

2016.11.25 WorkIndia A轮 未透露 Asuka;Holding 

2016.11.25 Palantir Technologies F轮-上市前 20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5 Servify Pre-A轮 未透露 Barkawi;Holdings;GmbH;T

M;Service;Technology;Ho

ldings;Gmbh;Sreevathsa;

Prabhakar 

2016.11.25 PayKey A轮 600万美元 e.ventures;MasterCard

万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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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Santander;InnoVentur

es;Digital;Leaders;Vent

ures 

2016.11.25 Udaan A轮 1000万美元 Lightspeed;Venture;Part

ners 美国光速 

2016.11.25 QD Vision 0% 未透露 Samsung;Ventures 三星 

2016.11.26 Stripe E轮 1.5亿美元 CapitalG(Google;Capital

);General;Catalyst;Part

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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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