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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转行情开始演绎，建议持续关注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高送转行情如期演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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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同期沪深 300小幅上涨 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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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列控、四

方精创、南威软件、真视通、多伦科技、久远银海和索菱股份等都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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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持续关注岁末年初的高送转行情。历史数据显示，高送转个股在当

前 11 月到次年 3月有明显超额收益，而计算机行业是高送转个股最多的

行业之一。建议从高股价、低股本，每股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高，成长

性突出，诉求强烈等角度筛选，高价次新股是重中之重，上市不到三年

的高价股也值得重视。优博讯、辰安科技、久远银海、博思软件、信息

发展、思维列控、恒华科技、索菱股份、奥马电器、绿盟科技等建议重

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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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物联网金融高峰论坛举行，国内首份物联网金融白皮书现

场发布。 

 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第四范式人工智能实验室成立。 

 第五届中国(惠州)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应用博览会举行。 

 首届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大会在京召开。 

 第二届中国（杭州）互联网金融博览会在杭州举行。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银信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禾盛新材：向全资子公司转让深圳市

禾盛生态供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宜华健康：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科大讯飞：对外投资丹华基金。恒泰实达：重大资产重组停牌。齐心集

团：全资子公司深圳银澎云计算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

北信源：取得2016年北京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工作技术支

撑单位。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

得证监会正式核准。华胜天成：参股公司杭州沃趣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获批。银江股份：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10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1.52%，减持后仍为持股5%以上股东。神思电子：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3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94%，减持后仍为持股5%以上股

东。天夏智慧：自2016年11月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中科创达：延期复

牌。荣科科技：健康数据产业基金对外投资冠新软件，布局医疗卫生领

域。达实智能：中标轨道交通项目，中标金额115,392,451.00元。科大

讯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获批。浙大网新：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新开普：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英飞

拓：募投项目“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神州信息：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批。恒华科技：对

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易华录：控股子公司华录智达进行股份制改造及

在新三板申请挂牌。宜华健康：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南天信息：增

资参股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华平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减持股份。思维列控：投资博瑞空间2400万元。新国都：中标中国联通

支付有限公司MISPOS集采项目。赢时胜：出资2100万元参与设立链石公

司。三六五网：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股票复牌。东方财富：香港期

货公司注册成立。三变科技: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汉鼎宇佑:出资500 万

元认购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5%股权，出资550万元参与设立餐饮管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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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高送转行情如期演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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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同期沪深 300 小幅上涨 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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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列

控、四方精创、南威软件、真视通、多伦科技、久远银海和索菱股份等都位列前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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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持续关注岁末年初的高送转行情。历史数据显示，高送转个股在当前 11 月到次年 3 月

有明显超额收益，而计算机行业是高送转个股最多的行业之一。建议从高股价、低股本，每

股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高，成长性突出，诉求强烈等角度筛选，高价次新股是重中之重，

上市不到三年的高价股也值得重视。优博讯、辰安科技、久远银海、博思软件、信息发展、

思维列控、恒华科技、索菱股份、奥马电器、绿盟科技等建议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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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11 月 4 日），计算机行业板块上涨为 0.07%，市盈率为 53.47X

（TTM）。同期沪深 300 上涨为 0.42%，市盈率为 12.94X（TTM）。创业板指下跌为

0.93 %，市盈率为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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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51.SZ 创业软件 10.00  603918.SH 金桥信息 -7.53  

300449.SZ 汉邦高科 9.08  300020.SZ 银江股份 -5.54  

002649.SZ 博彦科技 8.71  600601.SH 方正科技 -5.22  

002065.SZ 东华软件 8.31  600571.SH 信雅达 -5.07  

300468.SZ 四方精创 8.23  002280.SZ 联络互动 -4.96  

002306.SZ 中科云网 8.23  300448.SZ 浩云科技 -4.60  

300098.SZ 高新兴 7.48  002373.SZ 千方科技 -4.29  

603636.SH 南威软件 6.99  002577.SZ 雷柏科技 -4.11  

002771.SZ 真视通 6.99  600845.SH 宝信软件 -3.89  

603528.SH 多伦科技 6.75  002405.SZ 四维图新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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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首次举办全国性大数据大赛，明年将升级为国际赛事 

昨天，2016厦门大数据大赛决赛在湖里高新技术园(湖里创新园)爱特众创空间举行。这是厦

门首次举办全国性的大数据大赛，一等奖可获 5万元现金奖励。大赛以数据开放为切入点，

由优秀出题企业出题，参赛团队提交作品，专家评审，创设平台让全国高校、企业的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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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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共同挖掘大数据的广阔价值、巨大能量，探索大数据的创新应用。据了解，2017 厦门大

数据大赛将更名为厦门国际大数据赛，增加国际合作与交流，办成大数据人才汇聚、集散的

高端论坛，架设企业与人才之间的桥梁，为厦门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亚马逊 Q3业务营收分化：云计算稳增 零售下滑 

前瞻网 11月 1日消息, 10月 28 日，亚马逊发布了其第三季度财报。三季度，亚马逊净利润

2.52亿美元，为该公司连续第 6个季度实现盈利。尽管较上季度的 8.57亿美元利润来说，本

季度的 2.52 亿美元的利润有些不太起眼，但这一数据远好于去年同期的 7900万美元。亚马

逊的云计算业务正在挑起营收的大梁，扭转过去只有噱头、不见利润的形象。在第三季度中，

亚马逊网络服务部门(AWS)的营收高达 32.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55%，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31.9亿美元;其中，云服务业务依然是亚马逊最赚钱的业务。该业务三季度营业收入 8.61亿

美元，同比增长超 50%。利润率稳定在 26%。近一年来，除了今年二季度出现回升之外，来自

零售的营业收入已经从 2015 年四季度的近 10亿美元，下挫到今年 3季度的 2.7亿美元。即

便考虑到四季度是传统的购物季，这样的降幅也仍然较大。亚马逊在零售业务上需要解决的

问题并不仅仅是市场冲击，还有成本问题。亚马逊第三季度的总运营开支为 109.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1.5%，运输成本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亚马逊第三财季的送货成本

上升 43%，至 39 亿美元。 

 

 

浪潮（重庆）云计算中心正式揭牌，助推两江新区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发展 

11月 2日，浪潮（重庆）云计算中心揭牌活动在雾都宾馆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

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友生，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孙丕恕出席揭牌仪式。 活

动当天，浪潮集团与重庆两江新区签署投资服务协议。双方将以重庆两江新区为平台，建设

浪潮（西南）大数据中心项目，项目包括在重庆两江新区成立独立法人公司，建设浪潮大数

据展示中心，开展大数据采集、储存、分析、评估、征信等业务，并设立“浪潮学院”与高

校研究机构推动大数据行业研究，开放数据资源，促进行业创新，培养行业技术人才，推动

两江新区大数据、云计算产业聚集及发展。 

 

贵阳大数据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系列活动启幕 

1 月 2 日上午，2016贵阳大数据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和风险控制系列活动开幕式在贵阳国际生

态会议中心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陈刚，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卢雍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英国国家上

议院工党财政发言人尼尔·戴维森勋爵等发表致辞。BBD（数联铭品）是受邀参加这次开幕演

讲仅有的两家企业之一。董事长曾途就大数据金融框架下的企业信用风险管理这一课题发表

演讲，并接受媒体采访。 

 

首届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大会在京召开 

11月 3日，首届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此次大会邀请国家相关

部门负责人重点解读健康医疗大数据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邀请百余名专家学者深度分享全

球视野下医疗大数据发展现状及趋势，并针对公立医院大数据创新、生物大数据提升医疗应

用实践、网际网路技术驱动医疗未来发展等热点话题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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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数据推出图易 5 及硬件交互产品图易 Hub,构建大数据决策生态平台 

今天，国内大数据服务商海云数据正式推出其图易 5.0正式上线，并推出了硬件交互产品图

易 Hub，发力打造大数据决策产品生态平台。海云数据推出的图易大数据决策产品生态平台，

能够提供完整的大数据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协助每个人、企业、园区、城市、政府完成“大

脑’的重构。同时，通过智能数据、深度学习，建立不同业务场景下的可视分析应用，配合

图易分析云、图易数据银行，及 AR 技术的多种组合产品，完成大脑之间的链接。 

 

和而泰与青岛平度市政府签署健康大数据平台战略合作协议 

11月 4日，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青岛平度市人民政府与海尔电器集团日日

顺物联网有限公司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了“健康城市大数据运营管理平台”战略合作发

布会。该项目通过引进先进的健康城市管理理念，以“城市健康指数评价体系”为管理手段，

以居民健康管理、健康生活指引、居民健康发展、疾病预防等健康生活要素为主线，建立服

务于社会各方的“健康城市大数据运营管理平台”。项目落地后，将成为全国第一家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服务为支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服务于民众生活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动态

全局大数据、大健康运营平台。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沃尔沃将在伦敦路测无人车 

北京时间 10 月 31日下午消息，沃尔沃高级技术主管埃里克·科尔林(Erik Coelingh)表示，

第一批由普通英国驾驶员操纵的无人驾驶汽车不会进行特别标记，避免遭到其他驾驶员的“欺

负”。作为一个试点项目，沃尔沃计划于 2018 年将首批 100辆 4x4无人驾驶汽车租赁给该国

汽车司机，以便在伦敦的繁忙街道上行驶。但由于担心其他驾驶员可能会故意急刹车，或者

通过其他激烈驾驶手段逼停无人驾驶汽车，因此这些车辆的外观与其他相同型号的沃尔沃汽

车并无差异。 

 

长安汽车：2025 年实现自动驾驶产业化应用 

全景网 11月 1日消息，目前长安汽车公司无人驾驶完成集成式自适应巡航与结构道路交通拥

堵辅助技术立项，完成智能驾驶三阶段技术 60%概念开发，完成结构化道路验证。睿骋无人驾

驶汽车已于 4月 12 日从重庆出发，由南向北，途经西安、郑州，于 17日抵达北京，全程路

程接近 2000 公里，这不仅是中国首例长距离无人驾驶的案例，也开创整车企业单次行程最长

记录。按照长安的愿景和规划，到 2025 年将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并实现产业化应用。 

 

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智能网联汽车的国家级联合创新中心 

央广网北京 11月 2 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报道，昨日有消息称，相关部门正在酝

酿智能网联汽车的国家级联合创新中心，以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发展。而近日，智能网

联汽车技术路线图也已发布，路线图显示，智能网联汽车到 2020 年实现驾驶辅助与部分自动

驾驶市占率 50%，2025 年高度自动驾驶市占率 15%，2030 年完全自动驾驶市占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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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部计划研究机械臂,让旧飞机也能自动驾驶 

网易科技讯 11月 3 日消息，《连线》网站发布文章揭秘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让旧飞机能够自动化驾驶的计划。目前的解决方案包括打造机器臂和基于平板电脑的系统。

特斯拉和它的竞争对手们以“autopilot”一词来命名它们的半自动驾驶汽车是有原因的：在

让机器自行运作上，航空业要远远领先于汽车业。美国国防部表示，它能够让那些围绕电缆

和皮带轮制造的旧式飞机为自动化时代做好准备——机器臂便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武汉拟建 90 平方公里智慧小镇,包括自动驾驶、智能停车、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认证等应用 

昨日，在工信部部省共建协议签署现场，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被确定为全国第 5个智能汽

车与智慧交通创新示范区，规划用 5 年时间，在这里打造一个 90平方公里的智慧小镇，试点

示范包括自动驾驶、智能停车、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认证等应用。工信部相关人士介绍，建设

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创新示范区，是工信部推进“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跨界平台，基于 5G

宽带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汽车、通信、电子信息等产业融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目前，已有北京、重庆、吉林、浙江等 4省市展开示范，武汉是第 5个。 

 

宝马电动汽车销量已达 10万辆：下一步自动驾驶 

11月 4日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宝马汽车公司最近取得一项重大里程碑式成就，宣布 i系

列电动汽车全球销量达到 10 万辆。2013年 11 月宝马推出了 i3电动汽车，此后该公司通过

ActiveE 在试验场的试验数据和经验继续开发。3年里宝马销售了超过 6万辆 i3，使该车“成

为最成功的高端紧凑型电动汽车”。宝马称，购买 i3的客户 80%都是宝马的新客户，即首次

购买宝马的车主，属于更为重要的新增销量。接下来宝马开发了 i8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该

车很像吸引眼球的概念车，公众很喜欢。 

（三）物联网 

国际物联网金融高峰论坛举行，国内首份物联网金融白皮书现场发布 

中国科技网无锡 10月 31日电,10月 31日,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暨首届国际物联网金融高峰论坛

在中国物联网首航之城——江苏无锡隆重举行。国内首份物联网金融白皮书现场发布。物联

网金融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由物联网金融联盟(筹)、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共同编

写发布。白皮书介绍,物联网金融不仅推动金融业创新发展,还将引领实体经济走向春天。物

联网金融将动产变为不动产,可释放万亿资本支撑。物联网金融通过创新银行、证券、保险、

金融租赁、信托、期货、基金、典当等行业,可使这些金融手段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

济更快、更好发展。白皮书指出,物联网金融还有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在技术、政策监管

和应用范围等方面取得突破,物联网金融才能有序快速发展。核心技术亟待突破、规模化应用

亟待形成;监管政策方面还是空白,需相关主管部门尽快调研物联网金融业务需求,出台相关

政策,推动物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应用范围方面还有待拓展,当前物联网金融的应用

范围非常有限,应用广度和深度远远不足。 

 

中国移动加快布局推动蜂窝物联网发展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１日专电（记者高亢）记者３１日从中国移动获悉，中国移动近期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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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知名厂商进行了基于３ＧＰＰ标准的窄带物联网（ＮＢ－ＩｏＴ）和增强机器类通信（ｅ

ＭＴＣ）商用产品实验室测试，将有助于促进蜂窝物联网产品的快速成熟，推动我国物联网

发展。近日，中国移动在２０１６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期间宣布，其携手华为和海思公司在全

球率先完成基于３ＧＰＰ标准的窄带物联网端到端商用产品实验室验证，下一步将启动外场

试验。同时，中国移动还联合爱立信和高通公司启动了国内首个基于３ＧＰＰ标准的增强机

器类通信端到端商用产品实验室测试。本次技术验证中，发现并解决了多项技术问题，有力

推进了产品成熟和性能提升。 

 

诺基亚携手新加坡电信公司进行 5G 物联网测试 

凤凰科技 11 月 1日消息，据外媒报道，新加坡电信运营商 M1宣布将与诺基亚合作，进行窄

带物联网（NB-IoT）和 5G网络技术的全国首个现场演示。此次在 M1先进网络实验室进行的

演示模拟了一个环境监测遥测服务，具有远程室内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应用程序，通过 NB-IoT

连接温湿度传感器测量并上传室内数据。同时，5G 实验观察到机器人的延时时间为 1ms。目

前，M1和诺基亚正在部署一个全国性的 NB-IoT 网络，预计将在 2017年准备就绪。M1表示，

作为新加坡智慧国家战略的一步，此次演示证明了可以通过 NB-IoT 连接即将安装到全国的数

百万个传感器。 

 

第五届中国(惠州)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应用博览会举行 

11月 1日-3 日，备受行业瞩目的第五届中国（惠州）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应用博览会（下称

“云博会”），在惠州市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大幕。本届云博会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主办，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惠州市人民政府联合支持，本届云博会以

“手机中国梦，智联创未来”为主题，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高端化”为目标，突

出创新要素，将全方位展示国内外手机产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智能穿

戴、虚拟现实（VR）、“两化”融合最新、最热产品与技术服务。 

 

零售博览会开幕，英特尔物联网“花样百出” 

2016年 11月 3日，中国苏州 ——第十八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于今天在苏州拉开帷幕。英特

尔携手众多行业生态伙伴，共同展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智能零售创新解决方案及新品，涵

盖从前端数字标牌展示互动、智能 POS支付，到云端仓储管理优化和客户数据分析的多样产

品和技术。博览会期间，英特尔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及其他公司共同签署了“CCFA 中国零

售技术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英特尔将携手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一起，共同研究、应用、普及零售创新技术，推动全行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Ubuntu Core 16 发布，为安全物联网而生 

Canonical 4 日发布了 Ubuntu Core16，除了安全方面的更新外，还公布了智能物联网设备

应用商店。Ubuntu Core 在工业闸道器、家庭闸道器，机器人和无人机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Canonical 兼 Ubuntu 创始人 Mark Shuttleworth 在电话会议中表示，Ubuntu Core 可

以为物联网提供安全保护，并为所有设备提供应用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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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布局区块链技术,微众银行荣获"年度优秀区块链金融平台" 

中国经济网北京 10 月 31日讯 10月 28日，2016 中国互联网金融规范与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

召开，并发布“2016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总评榜评选”，微众银行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区块

链金融平台-优秀平台型”。作为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在区块链的应用场景探索上

已经先人一步。区块链技术已在比特币上应用了很久，但在现有的金融机构场景下，区块链

技术还需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微众银行首先致力于完善区块链的金融级协议平台和标准，以

充分发挥区块链便于审计的突出优势，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降低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 

 

浙江检察加强互联网金融司法，助力互金发展 

凤凰财经 11 月 1日消息，从 10 月 30日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浙

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互联网金融司法高端论坛上获悉,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

至 2016 年 6 月,浙江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互联网金融领域犯罪案件 219件 1669人,

提起公诉 142件 840人。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三级检察院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注重对金融创新

的保护,经审查后对 3人作绝对不起诉处理,建议公安机关对 78人不作刑事追究。浙江省检察

院检察长汪瀚强调,当前要加强互联网金融司法工作,以“规范、理性、文明”为核心的绿色

司法为引领,依法打击惩治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创新发展,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明确政策红线和法律底线,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乐视金融正式亮相，CEO 王永利宣布主营业务布局 

新浪科技讯 11月 2 日下午消息，乐视旗下第七大子生态——互联网金融近日正式亮相。在乐

视金融百人会（以下简称“百人会”）上，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 CEO 王永利表示

乐视金融将布局网络支付、交易平台、财讯平台、财富管理、网络信贷五大主营业务。乐视

金融首次以乐视第七大子生态身份出现是在“919乐迷节”上，在此之前乐视已经开始布局金

融板块。 

 

2016 贵阳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千人会高峰会今举办 

11月 3日，2016互联网金融千人会高峰会在互联网金融十大创新城市之一——贵阳召开，贵

阳市人民政府王玉祥副市长作开幕致辞。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震，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教授分别作“互联网+”金

融更需要“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驾护航、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的逻辑与监管的趋势的主题演

讲。 

 

第二届中国（杭州）互联网金融博览会在杭州举行 

央广网杭州 11月 4 日消息（记者张国亮）2016 第二届中国（杭州）互联网金融博览会暨供

给侧改革下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高峰论坛今天起在杭州举行。此次活动，分为互联网金融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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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高峰论坛两部分。其中，互联网金融博览会于 11月 4日—6日在浙江世贸国际展览中心

举行，共为期 3天。在“互联网+时代”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互联网金融作为

金融领域的创新手段，在迅速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此次供

给侧改革下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高峰论坛，邀请政府主管机构、行业企业、财经专家、知名媒

体人等相关业内人士，共同探讨供给侧改革下的互联网金融发展。 

（五）其他 

王小川公布搜狗人工智能两大方向：自然交互和知识计算 

10月 31日上午消息，搜狗 2016联盟峰会近日举行，在会上，搜狗公司 CEO王小川围绕“人

工智能”畅谈了搜狗公司在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在题为《搜狗的人工智能之路》的主题演

讲中，王小川分享了搜狗在人工智能这一核心战略中的研发成果，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

位搜狗 CEO表示，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终极描绘，始终是同人一样进行自然的语言交流，这

也是搜狗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 

 

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第四范式人工智能实验室成立 

网易新闻 11 月 1日消息，今日，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与北京第四范式科技有限公司在京

联合宣布，成立“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第四范式人工智能实验室”，双方将针对信用卡业务

的数字化发展方向展开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更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中国

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业务全流程，不断刷新客户用卡体验。此

次成立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依托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广泛的应用场景，

凭借第四范式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领先性的尖端技术，针对信用卡业务的难点与痛点问题进

行探索，让现有数据资产发挥出更大价值。此外，实验室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极具权威性

的合作联盟，还将引领学术科研界、企业界与相关部门进行更紧密的交流与对话，推动金融

行业与人工智能行业的战略级深入合作，开创信用卡行业发展的智能新时代。 

 

联通与百度合作拉开合作大幕,人工智能被看好 

通信世界网消息(CWW) 11 月 2号下午中国联通迎来本年度合作伙伴大会前期的一场重头戏：

与百度签约达成深度合作。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签约仪式上表示，百度公司是中国具有强大

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互联网公司，在搜索、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领域处于领

先水平。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表示，通过联通的客户和用户渠道，百度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便

捷、高效地服务更多的产业和公众。双方的探索，也将为更多行业与互联网跨界合作提供灵

感。据悉，中国联通将在手机百度、百度糯米、百度地图、度秘等项目与百度进行深入合作。

同时中国联通将为百度提供 IDC、ICT、终端定制、渠道等全方位通信服务及资源支持。 

 

武汉光博会,人工智能、VR等新兴技术成亮点 

11 月 3 日，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的“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暨论坛在武

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参会者将通过各类展示和活动，体验光制造、智能工厂、大数据/云计

算、智能设备、无人驾驶、VR/AR 等热门科技集中展示全球范围内光电科技信息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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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化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和光谷光电产业紧跟世界潮流，创新发展的新成果新思路。作

为中国规模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光电盛会之一，今年规划 4个展馆，展览面积 4万多平方米，

举办 7场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美、英、德、俄等 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 家参展商。 

 

英特尔 CEO造访阿里,两大科技巨头携手深度布局人工智能 

11 月 3 日，杭州 － 英特尔公司 CEO Brian Krazanich 再度造访阿里，与阿里 CEO 张勇进行

交流，双方达成共识，未来将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并进一步加强 IoT

和智能硬件及产品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当天，Brian 还应邀参加“天猫双 11 全球创智生态峰

会”，并前往云栖小镇试乘 YunOS 互联网汽车、参观杭州城市大脑指挥中心。 

 

英特尔与阿里合建数据中心,要拓展人工智能的极限 

11月 3日，全球芯片厂商巨头——英特尔公司 CEO Brian Krazanich 出现在天猫双 11 全球创

智生态峰会上，并发表了演讲。他重申了英特尔的方向：结合未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英特

尔的业务重心将从个人电脑芯片市场转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据了解，英特尔将

与阿里巴巴在云栖小镇建立一个联合数据中心，促进高科技发展，为云端数据等其他方面提

供方案。Krazanich 表示：“英特尔和阿里巴巴在很多方面合作，我们将能拓展机器学习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极限。”此外，英特尔与全球各大厂商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合作。今年 7月，

英特尔宣布与宝马、汽车传感器厂商 MobileEye 合作发展无人驾驶汽车；10月，又与科大讯

飞公司在人工智能上达成合作。另外，英特尔与阿里巴巴也在不断地推进合作。Krazanich 认

为，“只有和其他公司一起合作定制方案，才能发展人工智能。”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银信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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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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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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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盛新材：向全资子公司转让深圳市禾盛生态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3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

司转让深圳市禾盛生态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股权调整价格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禾盛生态供

应链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由 0元人民币调整为 1.00元人民币。 

 

宜华健康：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2016 年 10 月 31 日，宜华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623,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本次增持前，宜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61,572,0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6.08%；本次增持后，宜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62,195,0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2%。

宜华集团通过函件表示上述增持计划尚未完成，承诺后续 2 个月内将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累

计增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含 2016年 10月 31 日增持的股份），并承诺在后续增持

计划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科大讯飞：对外投资丹华基金 

为参与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跟进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加强公司与美国优秀企业的沟通与

合作，获取海外市场投资与并购机遇，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拟参与投资由 Danhua CapitalII 

GP, LLC 与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Danhua Capital II,L.P.（以下简

称“基金”、“丹华基金”），科大讯飞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基金份额 500 万

美元。 

 

恒泰实达：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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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恒泰实达，股票代码：300513）自 2016

年 10 月 31日开市起停牌。 

 

齐心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银澎云计算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 

2016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银澎云计算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连续竞价的方式购买公司股票 2,437,313 股，成交金额总计

59,993,416 元，成交均价约为 24.61 元/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银澎云计算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本员工持

股计划所获公司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齐心共赢 6 号劣后级

委托人指令完成购买公司股票之日起计算）。 

 

北信源：取得 2016年北京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工作技术支撑单位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1 日收到中共北京市委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的证书，取得“2016 年北京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

安全检查工作技术支撑单位”。届时公司将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监管精神，保持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辅助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完成本次北京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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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证监会正式核准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0月 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范海林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公司向范海林发行 11,645,833 股股份、向王大成发行 6,770,833 股股份、向谭军辉

发行 5,416,667 股股份、向蒋小春发行 3,250,000 股股份、向李旺发行 4,166,667 股股份、

向章祺发行 1,041,66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20,300 万元。 

 

华胜天成：参股公司杭州沃趣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获批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参股公司杭州沃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沃趣科技”）的通知，沃趣科技近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同意杭州沃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股转系统函【2016】7746 号），沃趣科技股票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

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沃趣科技的总股本为 10,095,100 股。目前，公司间接持有沃趣科技的股

份数量为 3,789,300 股，占其总股本的 37.54%。 

 

银江股份：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52%，减持后仍为持股5%以上股

东。 

2016年11月1日，银江股份有限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告知函。银江

科技集团于2016年10月28日至2016年11月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1.5248%，减持后仍持有股份15960.8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24.3384%。 

 

神思电子：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3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94%，减持后仍为持股5%以上股

东。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10月31日收到公司股东北京同晟达信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通知，北京同晟达信于近期以大宗交易及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10万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9375%，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129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8.0625%。 

 
天夏智慧：自2016年11月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本公司正在筹划出售资产事项，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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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000662）自2016年11月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中科创达：延期复牌。 

公司原承诺争取于2016年11月10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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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者报告书。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仍在沟通和协商中，相关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

较长，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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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确

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故公司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

票延期复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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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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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科科技：健康数据产业基金对外投资冠新软件，布局医疗卫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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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至2016

年11月1日期间，健康数据产业基金通过新三板做市交易合计购买了冠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冠新软件”，证券代码：834376）370万股股份，交易均价9.5元/股，交易金额

合计3,521.41万元（含交易税费）。本次交易完成后，产业基金持有冠新软件的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比例为5.61%。本次投资系公司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和布局。 

 

达实智能：中标轨道交通项目，中标金额115,392,451.00元。 

公司收到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联合签发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长沙轨道交通4号

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115,392,451.00元。本

项目中标金额为115,392,451.00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6.74%，合同的履行

会对公司未来年度的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科大讯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获批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核准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向杨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杨军发行

6,471,020 股股份、向张少华发行 l,488,335 股股份、向北京乐教融智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 l,294,204 股股份、向许桂琴发行 l,229,494 股股份、向朱鹏发行 970,653 股

股份、向北京嘉汇金源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905,943 股股份、向王彬彬发行

582,39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005,134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浙大网新：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

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0月 27日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

体披露的 2016-066 号公告。目前，该重大事项仍在筹划当中，尚存在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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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月 3日起继续停牌。 

 

新开普：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杨维国先生的通知，杨维国先生与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截至本公告日，杨维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7,8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7%，本次办理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数为 2,8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1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0%；累计质押股份数

为 19,55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8.8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27%。 

 

英飞拓：募投项目“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拟由公司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实施主

体，增加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两个实施主体。为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便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英飞拓软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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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英飞拓软件负责项目的研究开发费用等项目相

关投入，其前期已发生投入拟由募集资金置换并通过公司向英飞拓软件增资的方式完成资金

注入，英飞拓软件形成的与“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的相关研发成果或资产供公司使用。 

 

神州信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批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 年11 月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神州

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向程艳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一、核准

公司向程艳云发行8,527,926 股股份、向吴冬华发行7,735,638股股份、向南京博飞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发行2,808,225 股股份、向上海瑞经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757,395 股股份、

向南京明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838,887 股股份、向陈大龙发行716,097 股股份、

向李晶发行715,698 股股份、向吴秀兰发行705,251 股股份、向常杰发行119,349 股股份、

向王计斌发行105,308 股股份、向施伟发行63,18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二、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23,086,172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恒华科技：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 

为了抓住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售电侧市场放开的市场机遇，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开

拓配售电业务，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贵阳高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中能互

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方胜有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设立“贵阳高新

配售电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局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参股公司”），并于

2016年11月3日于贵阳签署《发起人协议书》。参股公司注册资金为21,000万元，其中贵阳高

科出资5,25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25%；贵州中能出资7,35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

本的35%；恒华科技出资4,200万元，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20%；方胜有成出资4,200万元，

占参股公司注册资本的20%。 

 
易华录：控股子公司华录智达进行股份制改造及在新三板申请挂牌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增资并购控股子公司华录智达科技有限公司后，

经过多年的业务融合发展，华录智达在智能公交管理行业已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是一家具备

完整产业链的智能公交管理系统提供商。为更好地促进华录智达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股份流动性，增加融资渠道，为将华录智达打造成为具有国内一流

水准和相当经营规模的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拟对华录智达进行股份制改造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宜华健康：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2016年11月3日，宜华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9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4%。本次增持前，宜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62,195,0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2%；本次增持后，宜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62,385,0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6%。宜华

集团通过函件表示上述增持计划尚未完成，承诺后续2个月内将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

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含2016年10月31日、11月3日增持的股份），并承诺在后续增持

计划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南天信息：增资参股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积极投身云南省内信息化建设，将使用自有资金

4,511.9025 万元，与云南省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济南浪潮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九次

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对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增资后南天信息的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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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为15%。 

 

华平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 

2016年11月3日，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晓丹女士减持股份

的告知函。刘晓丹女士于2016年11月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减持所持有的无限

售流通股票400万股，减持比例为0.75%。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一致行动人刘晓露、刘晓丹

共持有公司股份93,873,56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5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思维列控：投资博瑞空间2400万元 

2016 年11 月2 日，公司与博瑞空间签署了《关于北京博瑞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增资协

议》，将以自有资金2,400 万元人民币对博瑞空间进行增资，增资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将

从民币8,304,498.27 元增加至人民币9,026,628.55 元，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8%的股权。 

 

新国都：中标中国联通支付有限公司MISPOS集采项目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公司参加中国联通支付有限公司MISPOS集采项目，经评定后确认

中标。中国联通集团以“互联网+”的思维提出“线上线下营收一体化”的思路，将联通支付

体系作为资金归集渠道嵌入联通集团业务体系中，实现业务订单与支付订单的直接关联，为

联通自有营业厅提供MISPOS收单、扫码支付和现金营收款统一线上归集。为支撑线上线下营

收一体化项目的顺利进行，由中国联通支付有限公司组织2016年MISPOS机具的集采工作。公

司参加中国联通支付有限公司MISPOS集采项目（招标编号：2016CUC-ZF-PUTIAN0454），由中

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经评审，正式确定公司为第一中标人。 

 

赢时胜：出资2100万元参与设立链石公司 

2016年11月4日，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赢时胜”）与

东吴在线（苏州）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在线”）签署《出资协议书》，

公司拟与东吴在线在苏州市共同出资设立“链石（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

石公司”），链石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210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70%。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6年8月12日召开的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东吴在线（苏州）金融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40,000万元，参与东吴在线的融资，

认购东吴在线增加的注册资本，投资完成后公司占东吴在线28%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三六五网：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股票复牌 

2016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并申请复牌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东方财富：香港期货公司注册成立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财富（香港）有限公司于

2016年10月17日履行了相关审批决策程序，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设立东方财富国际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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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财国际期货”）。近日，公司收到东财国际期货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司注册处完成注册手续的通知,并取得《公司注册证明书》。东财国际期货注册资本为港币

3,000.00万元。 

 
三变科技:控股股东减持股份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1月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三变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变集团”）减持股份的通知，三变集团于2016年11月4日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3%。 

 

汉鼎宇佑:出资500 万元认购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5%股权，出资550万元参与设立餐饮管理公

司 

公司拟与北京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500 万

元受让北京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尚未出资的5%股

权。公司拟与非关联自然人曾渊、杭州名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拟使

用自有资金550 万元，与自然人曾渊先生共同投资设立一家新的餐饮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项

目公司”），作为项目运营主体。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2750 万元，其中，曾渊先生认缴出资

2200 万元，持有项目公司80%的股权，公司认缴出资550 万元，持有项目公司20%的股权。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11/7)周一 (11/8)周二 (11/9)周三 (11/10)周四 (11/11)周五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英飞拓(002528): 三季报

预计披露 
高伟达(300465): 分红除权 

浩云科技(300448): 三季报

预计披露 

安居宝(300155): 三季报预

计披露 

上海钢联(30022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神州泰岳(30000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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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华宇软件(300271):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京天利(300399):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二三四五(002195):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京天利(300399):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方正科技(600601):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兆日科技(30033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神州泰岳(30000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方正科技(600601):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东方通(300379):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新开普(300248):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金证股份(60044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中元股份(30001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飞利信(300287): 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华宇软件(300271):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新开普(300248):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蓝盾股份(3002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上海钢联(30022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新开普(300248): 股东大会

召开 

二三四五(002195):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浙大网新(6007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召开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新开普(300248):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蓝盾股份(3002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大智慧(601519):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

大会召开 

兆日科技(300333):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中元股份(30001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天源迪科(30004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上海钢联(30022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神州泰岳(300002):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奥马电器(00266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浙大网新(6007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上海钢联(300226): 股东大

会召开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兆日科技(300333):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华宇软件(300271):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兆日科技(300333):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

大会召开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恒泰实达(300513):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蓝盾股份(300297):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兆日科技(30033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大智慧(601519):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世纪瑞尔(300150): 股东大

会召开 

二三四五(002195):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宜华健康(00015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天源迪科(30004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天源迪科(300047): 股东大

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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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视讯(300079): 股东大

会召开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浙大网新(60079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兆日科技(300333): 股东大

会召开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东软集团(600718):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银江股份(30002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数码视讯(300079):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新开普(30024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立思辰(300010):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兆日科技(300333):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世纪瑞尔(300150):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新开普(30024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东方通(300379):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大

会召开 

数码视讯(30007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东方通(300379):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天源迪科(30004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数码视讯(30007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恒泰实达(300513):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天源迪科(30004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银江股份(300020):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天夏智慧(00066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上海钢联(300226)：股东大

会召开   
天源迪科(300047)：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天源迪科(300047)：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上海钢联(300226)：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兆日科技(300333)：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天源迪科(300047)：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上海钢联(300226)：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兆日科技(300333)：股东大

会召开 

天源迪科(300047)：股东大

会召开 

方正科技(600601)：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恒泰实达(300513)：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恒泰实达(300513)：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上海钢联(300226)：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方正科技(600601)：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天源迪科(300047)：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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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瑞尔(300150)：股东大

会召开   
东方通(300379)：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京天利(300399)：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世纪瑞尔(300150)：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东方通(300379)：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禾盛新材(002290)：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世纪瑞尔(300150)：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兆日科技(300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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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菱股份(002766)：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中元股份(300018)：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恒泰艾普(300157)：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兆日科技(300333)：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东方电子(000682)：复牌 
恒泰艾普(300157)：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榕基软件(002474)：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   
禾盛新材(002290)：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天夏智慧(000662)：股东大

会召开 

大智慧(601519)：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万方发展(000638)：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天夏智慧(000662)：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数码视讯(300079)：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安居宝(300155)：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天夏智慧(000662)：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飞利信(300287)：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安居宝(300155)：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金证股份(600446)：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东软集团(600718)：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恒泰艾普(300157)：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金证股份(600446)：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旋极信息(300324)：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银江股份(300020)：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大智慧(601519)：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榕基软件(002474)：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神州泰岳(300002)：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华宇软件(300271)：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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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基软件(002474)：股东大

会召开   
天夏智慧(000662)：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浙大网新(600797)：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数码视讯(300079)：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蓝盾股份(300297)：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蓝盾股份(300297)：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数码视讯(300079)：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神州泰岳(300002)：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浙大网新(600797)：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数码视讯(300079)：股东大

会召开   
金证股份(600446)：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二三四五(002195)：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二三四五(002195)：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立思辰(300010)：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银江股份(300020)：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银江股份(300020)：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银江股份(300020)：股东大

会召开 
 

   
宜华健康(000150)：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立思辰(300010)：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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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慧(601519)：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宜华健康(000150)：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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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5 沁游假期遇·岛 A轮 1200万人民币 上海鑫丘投资 

2016.11.4 悦途旅行 战略投资 2700万人民币 利欧集团股份 

2016.11.4 骑呗单车 Pre-A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4 窃美记 天使轮 100万人民币 壹亿威威 

2016.11.4 大象公寓 Pre-A轮 数百万人民币 英创基金 

2016.11.4 光量子 天使轮 300万美元 SIG 海纳亚洲 

2016.11.4 二次元社区 Neta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浅夏动漫 

2016.11.4 hellobike A轮 未透露 

JOY;Capital 愉悦资本;纪

源资本 GGV;贝塔斯曼亚洲

投资基金;磐谷创投 

2016.11.4 康云互联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芒果资本 

2016.11.4 brisky博瑞空间 A轮 2400万人民币 
分享投资;数联资本;明照

资本 

2016.11.4 爱鲜蜂网 D轮 数千万美元 美团(新美大) 

2016.11.3 深圳柔宇科技 Royole D轮 5亿人民币 WARMSUN;Holding;Group 

2016.11.3 阿牛哥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甬港无咖;博源阳光;国富

顺投 

2016.11.3 稀客地图 天使轮 未透露 环球漫游 

2016.11.3 乐智 天使轮 540万人民币 新开普电子 

2016.11.3 BearyChat一熊科技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华诺创投;昂若资本;千盈

资本 

2016.11.3 瓦当瓦舍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戈壁投资 

2016.11.3 量子足球 Pre-A轮 300万人民币 明致体育 

2016.11.3 万国数据 IPO上市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 疯狂小妖精 天使轮 350万人民币 深圳益东控股 

2016.11.3 铅笔道 Pre-A轮 720万人民币 

英诺天使基金;软银中国;

星瀚资本;长安私人资本;

知卓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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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 紫晶通财 D轮 3亿美元 Atlas;Venture 

2016.11.2 壹见传媒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无穹创投;博派资本;桃李

资本 

2016.11.2 停简单 B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复 星 集 团 ; 红 星 美 凯

龙;FreesFund 峰瑞资本;

中民投 

2016.11.2 龙米农业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麦腾创投;探针创投 

2016.11.2 全峰快递 战略投资 12.5亿人民币 青旅物流 

2016.11.2 野人网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 乐晒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 好推二维码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七海资本 

2016.11.2 小猪短租网 D轮 6500万美元 

JOY;Capital 愉悦资本;贝

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晨兴

资本;今日资本;和玉基金 

2016.11.2 氪空间 A+轮 2亿人民币 普思资本;IDG资本 

2016.11.1 睇楼科技 天使轮 500万人民币 霍恩基金;六朝松基金 

2016.11.1 独立日旅行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Recruit;Strategic;Partn

ers 

2016.11.1 房司令 C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盈信资本;玖富;玖创资本;

唯猎资本;微众享基金 

2016.11.1 沙小僧理财 A轮 5000万人民币 大唐金控 

2016.11.1 智课网 SmartStudy B轮 2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 汇联易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软银中国;蓝湖资本 

2016.10.31 江南布衣 IPO上市 5.91亿港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31 机器人在线 B轮 1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31 FutureTour职聊 战略投资 数百万人民币 新开普电子 

2016.10.31 咸鱼游戏 B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浙江金科;华谊兄弟;澜亭

投资 

2016.10.31 唯智信息 IPO上市后 9000万人民币 
同创伟业;远东宏信远翼投

资;博彦科技 

2016.10.31 三节课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集结号资本;知初资本 

2016.10.31 催天下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达泰资本;金科同汇 

2016.10.31 安存语录 A+轮 2亿人民币 易一天使;易翎资本 

2016.10.31 小鹿乱撞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东方富海 

2016.10.31 壹媒介 A轮 未透露 微峰资本 

2016.10.31 农田管家 Pre-A轮 数百万美元 
纪源资本 GGV;真格基金;

顺为基金 

2016.10.31 融之家 Pre-A轮 3500万人民币 优势资本;名川资本 

2016.10.31 医学 V直播 A+轮 3000万人民币 
远毅资本;尚势资本(尚势

投资);启赋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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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31 羊驼先森 天使轮 280万人民币 光鱼全景 

2016.10.31 汽配云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泰亚鼎富 

2016.10.31 花火文化 B轮 4000万人民币 
广东弘图广电;北京中海投

资;秀强股份 

2016.10.31 住范儿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天使湾;创新工场;金龙腾 

2016.10.31 一号美店 A轮 1000万人民币 易桦投资 

2016.11.1 掌众金融-闪电借款 48% 8亿人民币 网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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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4 PeerWell 种子轮 210万美元 XSeed;Capital 

2016.11.4 PetCoach 种子轮 200万美元 
Comcast;Ventures;Dreami

t;Ventures;Maveron 

2016.11.4 Flexiti A轮 500万美元 Globalive;Capital 

2016.11.4 Go People 种子轮 2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4 Zipongo B轮 1800万美元 
Mayfield;Fund;Excel;Ven

ture;Management 

2016.11.4 Teforia A轮 1200万美元 

Translink;Capital;Upfro

nt;Ventures;Mousse;Part

ners;Correlation;Ventur

es 

2016.11.4 Gousto B轮 1000万英镑 

Unilever;Ventures;MMC;V

entures;BGF;Ventures;An

gel;CoFund;Barclays 

2016.11.4 StyleTribute A轮 11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4 Owlet Baby Care B轮 1500万美元 

Trilogy;Equity;Partners

hip;Amazon 亚 马

逊;Eclipse;Eniac 

2016.11.4 Oben A轮 770万美元 

Cybernaut 赛伯乐投资;深

圳 力 合 创

投;CrestValue;Capital 

2016.11.4 Anghami B轮 未透露 Samena;Capital;du 

2016.11.4 Doctible 种子轮 200万美元 

Tech;Coast;Angels;Apple

苹

果;Facebook;Bootstrap;I

ncubation 

2016.11.4 Apartment List C轮 3000万美元 Canaan;Partners 

2016.11.4 The Future Group C轮 2000万美元 Ferd;Aker 

2016.11.4 Catchpoint C轮 2250万美元 
Sapphire;Ventures;Batte

ry;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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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4 Hollar B轮 3000万美元 

KPCB 凯 鹏 华 盈 中

国;Comcast;Ventures;Gre

ycroft;Partners;Lightsp

eed;Venture;Partners 美

国光速;Index;Ventures 

2016.11.3 Sattviko 天使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 SaaSOptics 种子轮 180万美元 Techstars;Ventures 

2016.11.3 Zarget A轮 6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Accel;Partners;Matr

ix;Partners 经纬海外 

2016.11.3 Big Viking 不明确 2175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 Atlas Informatics A轮 2070万美元 微软 Microsoft 

2016.11.3 Kettlery 种子轮 100万美元 Abhinav;Bindra 

2016.11.3 SafetyCulture B轮 2300万美元 
Index;Ventures;Blackbir

d 

2016.11.3 Decisive Farming A轮 600万美元 
McRock;Capital;Corporat

ion 

2016.11.3 Lingumi 天使轮 50万英镑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 Interana C轮 1800万美元 

祥 峰 投 资

Vertex;Battery;Ventures

;Data;Collective;Allen;

&;Company;Fuel;Capital;

Index;Ventures 

2016.11.3 Nurx A轮 530万美元 Union;Square;Ventures 

2016.11.3 Silvair A轮 1200万美元 

Digital;Garage;Cyberage

nt;Ventures （ 国 外 投

资）;Trigon;TFI;New;Eur

ope;Ventures 

2016.11.3 Classy C轮 3000万美元 

Bullpen;Capital;Mithril

;Capital;Management;Sal

esforce;JMI;Equity;Gali

leo;Partners 

2016.11.2 AirPR B轮 500万美元 

Storm;Ventures;Salesfor

ce;Mohr;Davidow;Venture

s;Correlation;Ventures 

2016.11.2 FreshDesk F轮-上市前 55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Accel;Partners 

2016.11.2 D.light 战略投资 750万美元 
Developing;World;Market

s 

2016.11.2 uBiome B轮 2200万美元 
Slow;Ventures;8VC;Stanf

ord’s;StartX;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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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 Axonify C轮 2700万美元 
BDC;Venture;Capital;JMI

;Equity 

2016.11.2 InfinityAR B+轮 1800万美元 阿里巴巴 

2016.11.2 Hubble 种子轮 720万美元 

NXTP;Labs;Greycroft;Par

tners;Wildcat;Capital;M

anagement;Two;River 

2016.11.2 Otonomo A轮 1200万美元 

Bessemer;Venture;Partne

rs;StageOne;Ventures;Ma

niv;Mobility;LocalGlobe 

2016.11.2 LaundryAnna 种子轮 15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 Metaverse 种子轮 200万美元 Greylock;Partners 

2016.11.1 ParkBee 战略投资 180万欧元 InnovationQuarter 

2016.11.1 ParkBee 战略投资 180万欧元 InnovationQuarter 

2016.11.1 Viewly 种子轮 13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 Ascend Money 战略投资 未透露 蚂蚁金服(阿里巴巴) 

2016.11.1 Playsnak 种子轮 130万美元 K;CUBE;VENTURES 

2016.11.1 Giphy D轮 7200万美元 

DFJ 德 丰 杰 中 国 基

金;Institutional;Ventur

e;Partners;华人文化产业

基金 

2016.11.1 Pickmylaundry 天使轮 10万美元 GHV;Accelerator 

2016.11.1 Paktor D轮 3250万美元 
K2;Global;PT;Media;Nusa

ntara;Citra 

2016.11.1 Impact Analytics 种子轮 750万美元 Aarin;Capital 

2016.11.1 Graphcore A轮 3000万美元 Samsung;Ventures三星 

2016.11.1 Unbabel A轮 500万美元 

Notion;Capital;Caixa;Ca

pital;Risc;Faber;Ventur

es;Shilling;Capital;Par

tners 

2016.11.1 Supplycart 种子轮 50万美元 KK;Fund;Cradle;Fund 

2016.11.1 Oxford Genetics 种子轮 120万美元 Mercia;Technologies 

2016.11.1 Satvacart C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1 Postmates D轮 1.4亿美元 Founders;Fund 

2016.11.1 Timelio 战略投资 500万美元 
Thorney;Investment;Grou

p 

2016.10.31 Wochit C轮 1300万美元 
Singapore;Press;Holding

s 

2016.10.31 MPOWER Financing A轮 600万美元 

University;Venture;Fund

;Zephyr;Peacock;1776;Ve

ntures;Goal;Stru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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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VilCap;Invest

ments;Fresco;Capital 

2016.10.31 BrainCheck 种子轮 3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0.31 Imzy A轮 800万美元 Index;Ventures 

2016.10.31 
Promethera 

Biosciences 
C轮 1100万美元 

Vesalius;Biocapital;SRI

W;Fund+;MGI;Global;Fund 

2016.10.31 OnTruck 种子轮 200万欧元 

九 点 资

本;Local;Globe;Samaipat

a;Ventures 

2016.10.31 Wave Accounting A轮 1130万美元 

BDC;Venture;Capital;The

;Social+Capital;Partner

ship;HarbourVest 

2016.10.31 Getaround C轮 1000万美元 
Mirai;Creation;Investme

nt 

2016.11.4 Voke 0% 未透露 
英 特 尔 投 资

Intel;Capital 

2016.11.4 DCP集团 0% 10亿美元 万达集团 

2016.11.4 Microsemi 0% 未透露 Skyworks 

2016.11.4 EatWith 0% 未透露 TripAdvisor 

2016.11.4 Activity Link Systems 0% 未透露 FareHarbor 

2016.11.3 Preact 0% 未透露 Spotify 

2016.11.3 
Brocade 

Communications 
0% 59亿美元 博通 Broadcom 

2016.11.2 RedMart 0% 数千万美元 Lazada 

2016.11.2 MAVinci 0% 未透露 
英 特 尔 投 资

Intel;Capital 

2016.11.1 Level 3 0% 340亿美元 CenturyLink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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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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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