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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消费金融板块表现抢眼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继续调整，下跌 5.44%，同期沪深 300下跌 4.23%，创业

板下跌 4.85%，板块跑输大盘，符合我们的判断。 

  

政策扶持，高管增持，消费金融如火如荼。上周前低后高，新大陆、奥

马电器、康耐特等消费金融个股引领行业反弹。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常态

化，政策扶持意图明显。银监会非银部主任毛宛苑上周披露，消费金融

行业整体已实现盈利，未来将有一批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二三四五、

海立美达高管相继增持自家股票，产业中坚信心十足。继续首推消费金

融板块，银行系、场景和风控占优企业值得重点关注，重点看好康耐特、

奥马电器、二三四五、海立美达、新大陆等。（详见本周发布的消费金

融周报） 

  

恒华配售电业务再下一城，占尽先机，即将爆发。继贵州、广东成立合

资公司开展配售电业务之后，在西安也取得突破。另外，西安成立合资

公司面向新增配网资源，具有新的标杆意义；大西安（咸阳）文体功能

区新增配电网资源多，未来公司获取配网建设 EPC 项目、配售电业务、

信息化三重收益机会大；“产业+资本”模式加速落地，验证了我们作为

市场首家在前期发布的报告中的推理和判断，我们看好公司更多配售电

一体化业务的发展。电改加速推进，能源互联网领域重点看好恒华科技，

关注远光软件、泰豪科技等。 

  

另外，无人驾驶车联网、云计算大安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ppp 等领

域继续看好，建议重点布局真正的绩优成长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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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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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股

份、蓝盾股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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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ppp 领域，重点看好天夏智慧、

易华录、广联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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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重点新闻： 

 

 工信部向网宿和阿里云正式发放牌照 

 高盛退出 R3 区块链联盟 

 中国移动物联网布局：围绕“云管端”，看重 eMTC 与 NB-IoT 

 阿里云计划为“新制造”提供计算与人工智能  

 诺基亚携手慧与拓展物联网领域合作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浙大网新：拟 18 亿元收购华通云数据 80%股权 12 月 13 日晚发布《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网通信息港、如日升投资、云通创投、

佳禾投资、云径投资、盛达投资、云计投资分别持有的华通云数据 27.73%、

19.09%、12.96%、6.36%、5.00%、4.77%和 4.09%股权（合计 80%的股权），

交易价格初步确定为共 180,000 万元。其中，向网通信息港、如日升投

资、云通创投、佳禾投资和盛达投资合计支付的现金金额为 72,823.65

万元；向网通信息港、如日升投资、云通创投、佳禾投资、盛达投资、

云径投资和云计投资共计支付股份对价 107,176.35 万元。 上述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华通云数据 100%股权。

公司股票暂不复牌。恒生电子: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将减少 2016 净利

3.49 亿恒生电子 12 月 13 日晚公告，12 月 13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恒生

网络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决定没收恒生网络违法

所得 10986 万元，并处以 32960 万元罚款。恒生电子合并恒生网络的利

润表，预计将减少恒生电子 2016 年净利 3.49亿元（恒生电子 2015 年净

利 4.54亿元）。依据法律法规及行政处罚决定书，恒生网络有权在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天夏智慧：

实控人拟斥资 1 亿增持公司股份天夏智慧 13 日早间公告，公司于 12 月

12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梁国坚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梁国坚先生

或其控制的公司拟斥资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含 1 亿元），在 2016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进

行增持。GQY 视讯：拟 6440 万元资产出资收购洲际机器人四成股权 12

月 13 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与深圳功夫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奇科威电子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收购宁波洲际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机器

人”）股权，公司拟以宁波海曙区环城西路 88 号的闲置房产（含土地）

出资人民币 6440 万元，投后将持有洲际机器人 40.76%股权。索菱股份：

公司重组是获得有条件通过 12月 16日讯 索菱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

表示，目前公司重组是获得有条件通过，还没有取得证监会予以核准的

正式文件，因此后续的相关事项暂不确定。股价波动属于正常现象，公

司管理层唯有努力提升公司业绩，实现二级市场对公司市值的估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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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计算机板块继续调整，下跌 5.44%，同期沪深 300下跌 4.23%，创业板下跌 4.85%，板块

跑输大盘，符合我们的判断。 

  

政策扶持，高管增持，消费金融如火如荼。上周前低后高，新大陆、奥马电器、康耐特等消

费金融个股引领行业反弹。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常态化，政策扶持意图明显。银监会非银部主

任毛宛苑上周披露，消费金融行业整体已实现盈利，未来将有一批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二

三四五、海立美达高管相继增持自家股票，产业中坚信心十足。继续首推消费金融板块，银

行系、场景和风控占优企业值得重点关注，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海立美

达、新大陆等。（详见本周发布的消费金融周报） 

  

恒华配售电业务再下一城，占尽先机，即将爆发。继贵州、广东成立合资公司开展配售电业

务之后，在西安也取得突破。另外，西安成立合资公司面向新增配网资源，具有新的标杆意

义；大西安（咸阳）文体功能区新增配电网资源多，未来公司获取配网建设 EPC项目、配售

电业务、信息化三重收益机会大；“产业+资本”模式加速落地，验证了我们作为市场首家

在前期发布的报告中的推理和判断，我们看好公司更多配售电一体化业务的发展。电改加速

推进，能源互联网领域重点看好恒华科技，关注远光软件、泰豪科技等。 

  

另外，无人驾驶车联网、云计算大安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ppp等领域继续看好，建议重

点布局真正的绩优成长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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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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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股份、蓝盾股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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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ppp 领域，重点看好天夏智慧、易华录、广联达等。 

 

 

二、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一）板块表现回顾 

上周（12月 12日- 12月 16日），计算机行业板块跌幅为5.44%，市盈率为 47.5X（TTM）。

同期沪深 300 下跌 4.23%，市盈率为 12.8X（TTM）。创业板指下跌 4.85%，市盈率为 40.3X

（TTM）。本周沪深两市均出现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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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90.SZ 荣科科技 3.92  603025.SH 大豪科技 -16.36  

300248.SZ 新开普 3.92  300188.SZ 美亚柏科 -14.14  

300275.SZ 梅安森 3.24  603918.SH 金桥信息 -13.86  

300002.SZ 神州泰岳 2.37  300508.SZ 维宏股份 -12.79  

300448.SZ 浩云科技 1.66  300096.SZ 易联众 -11.60  

002027.SZ 分众传媒 0.98  300168.SZ 万达信息 -10.87  

002306.SZ 中科云网 0.59  300042.SZ 朗科科技 -10.86  

300513.SZ 恒泰实达 0.00  300078.SZ 思创医惠 -10.77  

300098.SZ 高新兴 0.00  002577.SZ 雷柏科技 -10.64  

300212.SZ 易华录 0.00  002777.SZ 久远银海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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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N 牌照时代来临！工信部向网宿和阿里云正式发放牌照 

12月 12日，工信部向网宿科技和阿里云正式发放 CDN业务经营许可证。 

据网友表示，CDN 牌照就是 CDN 经营许可证，是去年电信分类项目里刚加上的，但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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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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强制 CDN 企业必须持有牌照，如果申请下来的话课题提高同行竞争力。CDN 许可证与

IDC/ISP 经营许可证是一个概念，具体的申请许可证的流程大致一样，只不过评测所用的三套

系统是不同的，IDC和 ISP用可以共同一种系统来评测，CDN需要的信息安全系统是各家公司

按照工信部规定的标准新研发的，完全符合工信部评测标准。 

根据《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 年版）》，已明确列出 IDC 业务，《目录》根据近年来

新技术新业务发展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内容分发网络业务（CDN），并明确 IDC业务也包括互

联网资源协作业务，有利于规范业务经营行为，鼓励业务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促进业务良性可持续发展。 

2016 年 3 月 1 日起，工信部将按照《目录》进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审批；此前已颁发的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在原许可范围和期限内仍然有效；原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有变更许

可证需求的，我部将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经企业申请，为其换发新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同时，我部将进一步规范电信业务市场的经营行为，维护良好市场秩序，促进电信业务市场

繁荣健康发展。 

根据 2016 年 12 月 7 日，工信部关于开展互联网基础管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报告，国家对

于互联网的可管可控要求再进一步的严格和深化，除了对于网站备案、实名登记等要求的落

实，其中也包括了对于加强内容分发网络业务及 IP地址管理的要求。文件要求，从事内容分

发网络业务（即 CDN）的企业，应该严格按照网站备案管理要求，及时报备 IP 地址的使用情

况，不得为未备案网站、列入黑名单的网站提供 CDN 服务，接受企业注册地及网络接入所在

地通信管理局的监管。 

同时，要求各地通信管理局应依据《电信业务分类目录 2015年版》，开展 CDN企业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和清理 CDN 业务市场，指导属地从事 CDN 企业完成企

业侧系统和部、省“备案系统”的联调和对接工作。 

这就意味着，整个互联网，从端到端的管理都将进一步得到升级，包括 CDN 在内的互联

网传输与分发体系，都将进入严格的监管时代。 

 

浙大网新进军 IDC和云计算领域 18 亿收购华通云数据 80%股权 

以系统集成和网络设备为主业的浙大网新，将大举进军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和云计算

领域。12 月 14 日晚间，浙大网新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拟作价 18 亿元收购华通云

数据 80%股权。 

华通云数据是一家以 IDC 托管、互联网资源加速和云计算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公司

已成为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杭州市政府数据中心托管服务提供商、浙江省金

融行业 IDC托管中心和灾备中心。 

此外，据浙大网新披露，华通云数据还是百度、腾讯、爱奇艺、搜狐等知名互联网企业

的重要合作伙伴。截至 2016 年 10 月，该公司已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 5 个数据中心，总面

积超过 4 万平方米。其中，千岛湖数据中心采用水冷技术，以千岛湖 30 米以下滞温层水作为

数据中心的冷却源，是国内领先的节能数据中心。 

从业绩来看，这家 2012年才成立的互联网企业近年来表现出了较高的成长性。据披露，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10 月，华通云数据的净利润分别达到 4501 万元、6411 万元、

9582 万元。第三方机构的评估结论显示，华通云数据 100%股权采用收益法的预估值为 22.5

亿元，增值率为 339%。 

此次交易中，华通云数据 80%股权的交易价格定为 18 亿元，浙大网新拟以发行股份及现

http://finance.cngold.org/
http://finance.cngo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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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付的方式进行收购。其中，现金支付 7.28亿元；股份支付 10.72 亿元，浙大网新将以 12.96

元/股的价格，向交易对方共计增发约 8270 万股。同时，公司还将进行配套募资，以 15.29

元/股的价格向贯和投资定增募资不超过 7.5亿元，用于支付此次收购的现金对价。 

至于为何要在此时收购华通云数据，浙大网新表示，这主要是基于公司的战略定位和发

展方向。目前，网新云服务和大数据底层技术是浙大网新业务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2

年起，公司对整体业务发展战略进行了转型升级，并正式确立了“网新云战略”。 

而 IDC 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好契合了浙大网新的这一战略目标。据 IDC 市场研究机构的统

计数据，IDC行业市场规模自 2009 年至 2015年增长了 445.8 亿元，预计 2016年至 2018年中

国 IDC 运营服务市场将保持 38%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1390.4 亿元。 

浙大网新管理层认为，通过收购 IDC、云计算领域相关的优质标的，将为公司大数据的储

存、分析、运维提供后台支撑和保障，与公司现有业务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从而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构建完备的互联网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13 年~2015 年，浙大网新净利润分别为 7744 万元、-1.4亿元、2.13

亿元，整体表现不俗。而同期公司扣非净利润却均为亏损状态，分别为-2788 万元、-3.46 亿

元和-2.26亿元，公司业绩受非经常性损益影响较大。 

据交易对方给出的业绩承诺， 华通云数据 2017~2019 三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将分别

不低于 1.58 亿元、1.98 亿元、2.47 亿元。若这一业绩承诺顺利实现，将为浙大网新未来几

年的发展提供较好的业绩支撑。 

按照浙大网新的规划，公司将进一步调整现有业务、积极培育互联网化业务，把“互联

网+”延伸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并在网新云服务、智慧城市、智慧商务、智慧生活这

四大领域中深耕大交通、大金融、大健康等重点行业，为相关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提

供专业的解决方案与服务。 

 

阿里云计划为“新制造”提供计算与人工智能 

浙江在线 12 月 16 日讯云栖大会·广东分会在惠州召开，会上阿里云表示将为制造业提

供人工智能 ET，让厂房里的制造机器以及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具备 ET 大脑，通过公共云的普惠

计算能力以及物联网技术方案，协助制造业实现关键工序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等

方面的转型升级。 

这是阿里云 ET在新制造领域的新动向。与此同时，阿里云还宣布与制造企业华中数控达

成合作，推进新制造发展。阿里云与南凌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推混合云。比亚迪

CIO在会上分享了汽车行业如何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来提升生产效率。惠州企业德赛西威分

享了在工业制造 2025背景下国际本土化走向本土国际化的进展。 

需要由人工智能来辅助决策不仅有制造业，在航空调度领域，由阿里巴巴集团与广东省

政府联合主办的航空大数据创新大赛落下帷幕。来自复旦大学的符汉杰、清图杰运公司的包

建东、浙江大学的钊魁和李邦鹏夺得冠军。这些算法将植入 ET算法插槽，向社会开放。 

在静态规划方案中，算法可以将近机位乘客的比例从 77%提高到 94%，减少乘客再坐摆渡

车的烦恼，临时机位的使用率减半，跑道冲突率从 42%减少到 5%。避免出现跑道争抢，减少

航班晚点率。该大赛共有全球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57支队伍参赛。 

人工智能+制造业=6 万亿 

“基于云计算为社会带来的强大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制造业带来 25%的生产效率

提升，创造额外附加值 6万亿。”波士顿咨询在《工业 4.0——未来生产力和制造业发展前景》

http://www.cngo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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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工业 4.0 新

技术将成为制造业提升效能的关键。 

阿里云在云栖大会·广东分会上提出，为机器装上 ET大脑，用人工智能技术揭开“新制

造”时代的面纱。大会上，阿里云和华中数控发布合作，双方将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制造装备从“数控一代”向“智能一代”升级。 

ET 是阿里云研发的人工智能，目前已具备智能语音交互、图像/视频识别、交通预测、情

感分析等技能。其优势在于对全局的洞察和实时决策上，在复杂局面下快速做出最优决定。 

“阿里云 ET 下一步将应用到制造业中，用大数据 AI 技术协助企业分析生产过程中的全

链路数据，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库存周转率提高、设备使用效率提升等目标。”阿里云副总

裁喻思成在大会现场表示。 

全球硅片产能最大的企业协鑫集团已经在使用阿里云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光伏切

片生产过程中的数千个生产参数进行数据分析，寻找提高良品率的关键性因素。对光伏企业

来说，良品率是盈利的关键。良品率每提高千分之一点，就可以节省上千万的生产成本。 

除了实现工厂的数据化，云计算还为企业内部实现快速创新提供了基础。今年 5 月，徐

工集团与阿里云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国内首个“工业云”平台。吉利汽车也在利用阿里

云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更符合用户“口味”的产品和服务，未来这一项目还将成长

为“吉利大脑”，让吉利可以对市场、研发、制造做实时决策。 

“飞天”系统部署全球 

12月 13日，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表示，2016年中国公共云市场份额约 20 亿美元，其中

阿里云占据约 50%市场份额。在稳固国内领先地位的基础上，阿里云国际化征程加速。 

阿里云同日宣布其日本区正式开放，并面向日本用户上线日文官网。这是阿里云在月内

连续开服的第四个海外数据中心。此前，阿里云在海外市场已经建立了美国西部、美国东部、

欧洲、中东、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数据中心，为全球客户提供 3种语言 13个数据中心的

计算服务。 

“从中国是制造中心，变成中国是计算中心。”喻思成表示，阿里云自主研发的大规模

通用计算操作系统“飞天”伴随数据中心的布局走向世界，以在线公共服务的方式为全球提

供强大、通用并且普惠的计算能力。 

在全球化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布局之下，如大疆、大拿等中国企业可以使用阿里云的服务

来支撑全球业务发展。此前，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需要在全球多个网络的不同系统中来回跳

转。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喻思成认为，阿里云的优势在于自主研发的云计算底层底数体系，

并且在安全、人工智能和企业级互联网架构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目前，雀巢、莎莎、新加坡邮电、Teridion 等国际企业已采用阿里云的海外云计算服务

开展全球业务。 

竞价实例、免费套餐以及普惠性的产品价格 

在产品层面，阿里云宣布推出“竞价实例”，该产品充分利用云计算的规模效应，客户

将有机会用低至平时 1 折的价格做灵活的小时级短期计算，首批产品将定向邀请使用。 

“免费套餐”是指获得邀请码的新用户可在半年内免费使用 30余款云产品，目前开放的

产品类型包括弹性计算、数据库、中间件、安全、云市场等。阿里云表示，希望通过这一计

划加速普及云计算技术。 

降低云计算的使用成本是阿里云长期的策略，在惠州分会上，阿里云宣布新用户华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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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优惠至 7折，中国各大区云数据库全系调价，平均降幅 20%。云服务器独享实例最高

降幅 30%。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谷歌妥协：无人驾驶汽车最终装上方向盘和刹车踏板 

北京时间 12 月 13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一直追求高级别自动驾驶并试图将传统车辆的

方向盘和刹车踏板彻底取消的 Alphabet 改主意了，这次它们学会了妥协。 

未来，谷歌母公司将更加注重与其他汽车厂商的合作，方向盘和刹车踏板将重回 Alphabet

自动驾驶车的车厢。消息人士表示，卸下了这块大石头后，Alphabet 的自动驾驶计划就可轻

装上阵，2017年年底它们就能像 Uber一样推出自动驾驶叫车服务了。 

谷歌憨态可掬的自动驾驶原型车诞生于 2014年，这款车除了造型新颖，其内部还取消了

方向盘和刹车踏板。这样一来，驾驶员就彻底丧失了对车辆的控制权，而车身上的传感器和

软件系统则升格成为新“司机”。 

自动驾驶汽车是 Alphabet 的重点项目之一，它的研发和测试始于 2009 年，该公司的最

终目标是为传统汽车制造商提供安全可靠的自动驾驶系统，减少甚至彻底杜绝交通事故的发

生。不过，此前的 Alphabet 一直颇为固执，它们不愿像其他厂商一样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坚持要直接实现 Level 5 级别的自动驾驶。 

此外，消息称 Alphabet CEO 拉里·佩奇对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有新计划，未来该部门将

从神秘的 Google X 实验室中独立出来，直接归 Alphabet 领导。 

 

腾讯将与上海国际汽车城合作无人驾驶 

12月 15日，腾讯和上海国际汽车城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借助各自优势，

在自动驾驶、高清地图和汽车智能网联标准制定等战略性领域进行深层次合作，共同推进自

动驾驶技术发展和商业化推广应用。 

腾讯在智能汽车领域早有布局，并于 2016 年下半年成立了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该实验

室由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在 360 度环视、高精度地图、点云信息处理以及融合定位等方面

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承担了腾讯在无人驾驶领域积累全套核心技术、牵引产学研合作的任务。

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目前聚焦于自主驾驶车辆和地面自主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研发。 

上海国际汽车城拥有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示范中心，目前已经有超过

7000辆分时租赁电动网联汽车和 200 辆电动大巴投入商业应用。2016年 6 月，上海国际汽车

城承担的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开园，一期智能网联封闭测试区正式开始投入运

营，目标通过建设前瞻技术研发、产品测试认证、标准规范制定、数据信息安全、产业创新

孵化、国际交流合作等六大平台，积极推动中国智能网联的相关的技术标准落地，推动汽车

产业的新一轮变革。 

上海国际汽车城区域范围内的国内第一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产业园区——汽车.创新港

是上海市经信委授予的“上海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智能网联汽车)，目前已经建立和规

划多个智能网联领域的研究中心。汽车·创新港二期正在规划中的未来汽车小镇，将打通汽

车路基设施设备和车载通讯系统，为未来的城市交通提供更多的模拟实验场景。 

http://beijing.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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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方协议，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将入驻上海国际汽车城创新港，充分利用上海国际

汽车城在产业配套、场地环境、质量检测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与腾讯在高精度地图、自主驾

驶、自主车技术验证与评估、自主车运营测试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推进自主驾驶相关产业

技术发展和商业化推广应用。 

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和上海国际汽车城还将基于 UIC 联合创新中心，Imec 智能汽车研究

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实施实验室对接，共同在无人驾驶领域探索更多新技术。 

此外，腾讯旗下科恩实验室、腾讯车联等相关业务将合作支持上海国际汽车城示范中心，

坚持发展创新，支持国家政策需求，共同探索汽车智能网联的相关标准。 

可以预见，本次腾讯与上海国际汽车城的合作，必将加速中国无人驾驶时代的到来。 

 

 

（三）物联网 

诺基亚携手慧与拓展物联网领域合作 

诺基亚近日宣布与慧与（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HPE）达成物联网（IoT）战略

合作协议，致力于为企业客户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 

双方将合力为工业/制造业及智慧城市应用等两个物联网垂直企业级市场推广和销售相

关解决方案，致力于为工业/制造业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智能制造、远程自动化与预见性维护

等领域的解决方案，并为智能照明、智能建筑等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增强型网络提供更多联

网选择。 

市场调研公司 Markets and Markets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智慧城市及制造业的物

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 1,610 亿美元。随着制造企业使用物联网来提高生产力并完善供应链，

城市人口不断增长而开始使用物联网来提升运营效率、维护并保护基础设施及实现可持续性

运营，物联网市场将获得持续增长。 

新推出的产品组合结合了诺基亚和慧与的连接、核心网络、数据聚合及计算技术。目前，

两家公司正在进行智慧城市的概念验证，旨在将诺基亚的路由功能与 HPE的混合 IT 功能有机

结合，从而建立双方联合项目交付模型。 

本次物联网合作伙伴关系扩展了双方现有的合作范围，到目前为止，双方合作涉及 25 家

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端到端业务及 30多个概念验证项目。 

诺基亚首席战略官 Kathrin Buvac 表示：“我们很高兴同慧与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拓展

至物联网领域。慧与的市场地位能够加快诺基亚通过互补产品及服务组合，进军企业市场及

目标垂直行业的步伐。” 

慧与企业集团负责人兼执行副总裁 Antonio Neri 表示：“诺基亚加入慧与物联网合作伙

伴生态系统，将为我们的共同客户带来更加丰富的服务选择及市场领先的技术。慧与和诺基

亚在创新方面均有着丰富积淀，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为客户推进数字化进程。” 

目前，慧与已加入诺基亚物联网社区。该社区是专为创新公司就解决方案概念、端到端

原型、商业模式及市场试验等进行合作而创设的生态系统，以充分释放物联网之潜能。诺基

亚将加入慧与业界领先的“合作伙伴计划”中的物联网项目。 

双方全新联合解决方案预计将于 2017年初问市。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shanghai.auto.sohu.com/
http://www.c114.net/keyword/%C5%B5%BB%F9%D1%C7
http://www.c114.net/keyword/%CD%F8%C2%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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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物联网布局：围绕“云管端”，看重 eMTC 与 NB-IoT 

通信世界网消息(CWW) 众所周知，全球物联网应用市场潜力巨大，据 IDC预测，到 2020

年，全球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 281 亿，收入规模将超过 7 万亿美元；而 Gartner 预计，到 2020

年物联网连接数将达 268 亿，收入规模达到 3000 亿美元；GSMA 则认为到 2020 年，物联网连

接数将超过 300 亿，其中基于蜂窝技术的连接数将达到 10 亿～20亿。虽然各方预测数有所不

同，但可以肯定的是，2020 年物联网连接规模将近 300 亿，成为收入规模超过万亿美元的大

产业。 

到 2020年实现 50亿物联网连接 

从国内市场来看，中国移动预计到我国的连接规模将从目前的 10亿增长到 2020年的 100

亿，其中来自物联网的增长将成主力。 

随着移动用户发展趋于饱和,运营商开始重点发展物联网新业务,网络连接数也终将取代

用户数成为衡量运营商增长的全新指标。电信运营商作为基础网络的拥有者,网络和客户资源

丰富,具备先天的发展优势,也因此最有望成为物联网产业的主导者。 

作为目前国内物联网市场份额最高的运营商，中国移动在物联网战略上提出“到 2020 年

实现 50亿物联网连接数、1000亿元收入规模”。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移动围绕物联网，在“云管端”3 个领域构筑核心能力，积极研发

NB-IoT 和 eMTC等新技术，测试部署试验网应用。面向未来，物联网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移动

“做大连接规模、做优连接服务、做强连接应用”的重要支撑。 

从技术角度来看，目前在物联网无线连接的广域网通信技术 LPWAN(低功耗广域网)中，除

了 NB-IoT、EC-GSM和 eMTC这 3种基于授权频段的技术外，工作在非授权频段如 Lora、Sigfox

等技术在物联网市场应用中也备受看好。中国移动未来蜂窝物联网技术的选择思路则会综合

考虑多种新型技术，确保技术验证先行，以匹配业务需求为最终目标。 

物联网业务种类繁多，存在多类业务需求，按照性能和覆盖划分，可以分成短距离、长

距离、低性能、高性能四大类。从运营商角度来看，长距离的物联网应用更适合由运营商网

络覆盖，大致可以分成几类：低时延、高可靠，更适合于未来的 5G 技术来承载；中档类型的

业务，例如智能安防、物流、可穿戴设备；以及一些低档类的应用，如抄表、环境监控、智

能停车等。物联网领域存在各种应用，需要提供不同的技术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eMTC与 NB-IoT互为补充 

未来的互联网是多种技术并存的，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需求，中国移动需

要同时推动多个技术的共同发展。 

eMTC 和 NB-IoT 是中国移动目前主要关注点。NB-IoT 具备四大能力：一是广覆盖，在同

样的频段下，NB-IoT比现有的网络增益 20dB，覆盖面积扩大 100 倍；二是具备支撑海量连接

的能力，NB-IoT 一个扇区能够支持 10 万个连接；三是更低功耗，NB-IoT 终端模块的待机时

间可长达 10 年；四是更低的模块成本。 

而 eMTC 主要优势表现在一是速率高，eMTC 支持上下行最大 1Mbit/s 的峰值速率，相比

NB-IoT 可支撑更丰富的物联应用；二是移动性，eMTC支持连接态的移动性，物联用户可以无

缝切换，例如智能公交、智能电梯、工业监控等场景都比较适合；三是可定位，低成本的定

位技术更有利于 eMTC在物流跟踪、货物跟踪等场景的普及；四是支持语音，eMTC从 LTE协议

演进而来，可以支持 VoLTE 语音，也可应用到语音手表等穿戴设备中。eMTC 典型应用有电梯

卫士、行车卫士、工业互联网、可穿戴设备等，而 NB-IoT 的典型应用有智能表具、智慧停车、

市政物联、环境监测等。eMTC 和 NB-IoT两者业务既重叠又互补。例如很多具体应用对于移动

http://www.cww.net.cn/
http://www.cww.net.cn/tech/techHtml/760.htm
http://www.cww.net.cn/tech
http://www.cww.net.cn/qiye/listHtml/qiye146.htm
http://www.cww.net.cn/qiye/qy148.htm
http://www.cww.net.cn/tech/8103.htm
http://www.cww.net.cn/tech/techHtml/1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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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语音有特殊需求，NB-IoT 难以实现此类需求，需要 eMTC来满足此类移动性物联网业务需

求。 

不只是在中国，在国际上，美国、欧洲、日韩等运营商也都在广泛布局新型蜂窝物联网

技术。美国 AT&T和 Verizon 计划于 2016年底测试 eMTC，对 NB-IoT 紧密跟踪；欧洲运营商沃

达丰 2016年 Q4 部署 NB-IoT，2017 年考虑部署 eMTC；韩国运营商 SKT目前已经通过部署 Lora

抢占市场，计划 2017 年 Q1 部署 NB-IoT 网络，KT 和 NTT docomo 也先后会对 NB-IoT 和 eMTC

做出相应规划。 

树立五大业务方向 

为精耕物联网领域，中国移动设立了子公司——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通过这家公司的

成立便可以看出中国移动集团面向物联网领域的发展决心。围绕物联网，中国移动在“云管

端”3 个领域构筑核心能力，“管”是指运营商提供的管道；“云”是中国移动自主研发的

OneNET 平台，目前有很多家合作伙伴已经将其业务承载在中国移动 OneNET 平台上；“端”是

指中国移动在终端测的发展方向。 

在“云管端”基础上，中国移动还树立了五大业务方向，即智能连接、开放平台、智能

模组、智能硬件和解决方案。智能连接基于 2G/3G/4G和 Wi-Fi，打造优质、安全、高性价比

的公众互联网，目前用户规模已突破 3600万；开放平台 OneNET 的合作企业超过 3000家；智

能模组是工业级、低功耗、嵌入式模组，2016年内中国移动物联网模组销量已超过了 100万；

智能硬件包括智能家居、车联网和可穿戴设备；解决方案包括交通物流、节能环保、安防监

控和智慧城市。 

在 201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移动推出了面向物联网的芯片，这款芯片体积小、可

支持复杂环境，适合物联网的工作场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据悉，2016 年中国移动还设置

了 6 亿元专项资金，这些补贴主要用于鼓励使用物联网芯片、模组、终端，推动物联网的发

展。 

NB-IoT与 eMTC测试火热进行中 

对于物联网的下一步发展，中国移动也保持了务实的态度，已于 2016年 7月底完成 Cat1

终端的前期测试，联合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和大唐等设备厂家，高通、英特尔和中

兴等芯片厂家，在实验室和现网环境对网络覆盖、语音、数据业务能力，以及移动性和功耗

等进行验证。 

此外，中国移动也已完成 NB-IoT 与 eMTC 方案的理论分析，两种技术各有优劣，市场覆

盖面有一定程度重叠，已联合主要设备和芯片厂商启动在实验室和现网中的技术验证和业务

试点工作。 

基于“做大连接规模、做优连接服务、做强连接应用”的“大连接”整体战略，蜂窝物

联网部署涉及网络连接、通信模组、物联网平台和商业模式等诸多方面。为了便于开发者更

好地进行产品开发，中国移动对物联网基础套件、专业协议和模组芯片进行了更多探索，希

望能够在更多领域支撑行业用户的研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移动 OneNET 平台上，已

经汇聚了超过 3000 家企业、超过 3 万名开发者和 9000 多万名用户。传统运营商的商业模式

已不适合物联网业务的发展，中国移动也积极与行业客户沟通，希望建立更好的商业模式，

支撑物联网市场长期高速发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共建跨行业融合生态，中国移动设立了 5G 联合创新中心， 5G 联

合创新中心设置开放实验室。随着 NB-IoT 和 eMTC 的成熟，关于 NB-IoT 和 eMTC 的新技术、

新方案和新产品也会放到中国移动开放实验室中向行业客户展示。 

http://www.cww.net.cn/jjfa/
http://www.cww.net.cn/3G/
http://www.cww.net.cn/qiye/listHtml/qiye111.htm
http://www.cww.net.cn/qiye/listHtml/qiye113.htm
http://www.cww.net.cn/qiye/listHtml/qiye106.htm
http://www.cww.net.cn/qiye/qy1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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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微软加快物联网布局 应用设备相继落地 

近日，谷歌宣布推出了一个新的 Android 分支：Androidthings，这是专用于智能设备和

物联网，以及为谷歌自身的 GoogleHome 等设备服务的 Android 系统解决方案，现在推出了首

个开发者预览版。 

 

谷歌微软加快物联网布局 应用设备相继落地  

在此之前，谷歌曾经推出自有的 Brillo 标准，重新打磨了其收购的 Nest 制定的 Weave

标准，同时拒绝加入微软牵头设立，众多中小物联网从业者参与的目前最大规模的 OCF体系，

希望在 Android 打造一个类似苹果 HomeKit 的较封闭的平台。 

 

谷歌也在寻求硬件商的交叉支持，目前已经获得了英特尔 Edison、树莓派等流行开发平

台的支持，对其硬件的更完美适配方案将进入未来 Android 手机系统的更新，以便更好地配

对。此外，贝尔金 Wemo、霍尼韦尔、TP-LINK 等目前在物联网不同领域均有较大影响的品牌

都允许设备连接到“谷歌助手”和支持 Brillo/Weave。 

 

微软在两年前发布 Windows10 的时候就提出了 Windows10 针对物联网平台的版本。昨天

微软宣布，这一物联网版 Windows10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最近一次更新将使所有安装此系统

的设备统一支持 Cortana(小娜)的待机、唤醒和交互，这就使得每一个智能硬件——冰箱、烤

面包机之类——都有机会成为像 GoogleHome 或 AmazonEcho 一样的智能终端。 

 

最早在 2017 年 2月我们就能看到相关产品上线。微软宣布第一个支持 Cortana 的产品，

将会是著名音频制造商哈曼卡顿的一款音箱。Cortana 一位产品经理表示，希望 Cortana 进入

所有类型的设备当中。 

 

同时，设备制造商还能够根据自身产品的特性，为 Cortana 开发不同的“技能包”，也

就是让用户说出更适合设备操作的指令集。这一点在小娜的妹妹小冰身上已经提前实现:之前

小冰曾经与优酷等服务提供商合作推出不同的“技能卡”，领取之后的小冰就可以实现对某

个专业领域理解的突飞猛进。 

 

Cortana 只需要花费很少的流量和运算能力，通过网络来获取相应结果，所以这些设备都

不需要自身带有非常重的运算和处理能力，可以保持随时唤醒，这样用户在家中每个角落发

出的指令都不会被错过。 

 

当然，结合之前某智能玩具被美国多家消费者权益机构投诉监听孩子通话的经验来看，

要让人们接受这种随时随地都处于设备监听范围之内的未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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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退出 R3 区块链联盟 

大热的区块链也迎来了黑天鹅事件？ 

区块链概念自诞生以来迅速成为最被关注的黑马，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资本的追逐。 

今年 10月份工信部发布了中国的区块链白皮书，这一“概念”更被视为金融科技发展的

下一个风口指向标。腾讯、华为、万达、京东金融、蚂蚁金服等国内知名企业纷纷宣布加入

区块链联盟。 

然而，就在国内区块链形式如火如荼的时候，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区块链联盟，R3 联盟却

风波不断，不仅接连遭遇融资受阻，更有华尔街顶级投行高盛这样的创始成员退出。 

这家成立半年就吸引了全球 42 家顶级银行加入的区块链联盟现在的境遇，是否预示着区

块链概念开始渐渐遇冷呢？ 

A 轮融资成初创成员退出最大诱因 

2015 年 9月 15号成立的 R3 联盟，起初有 9 家创始机构，其中就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共有 42 家银行加入了 R3 联盟，其中有 23 家属于全球系统重要银行

(G-SIB),也就是俗称“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R3 成立初始就以“豪华”成员配置成为全球最大区块链联盟，最近又因为一份泄露的 A

轮融资意向名单备受关注。 

据澎湃新闻报道，在此次 A轮融资过程中， R3原本计划以 90%的股份融资 2亿美元，这

样的估值大概在 2.22亿美元。可是后来，R3觉得自己保留的股份太少，遂将融资方案修改为

以 60%的股份融资 1.5亿美元，即将 R3 的估值提高至 2.5 亿美元。这引发了成员的不满。 

11月 25日，程序员常用的代码分享网站 pastebin 泄露了一份内部人士公布的 R3 融资意

向名单。名单透漏有 7家成员或将退出 R3的融资计划，除了此前曝光的高盛、西班牙桑坦德

银行、摩根斯坦利、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4 家，最新的三家是摩根大通、麦格理集团、美国合

众银行。 

这一名单迅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对于 R3成员退出联盟的理由也成为区块链关注者讨论

的热门话题。 

早在 11 月 22 日，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就报道高盛已退出 R3 区块链联盟，高盛发言

人称，从 10月 31日起，高盛在 R3的成员身份中止，但该行将继续从事区块链技术相关工作。

随后几个小时，西班牙桑坦德银行也宣布离开 R3联盟。 

除了高盛及桑坦德银行明确退出外，目前其余银行均未明确表态，有知情人士透露，摩

根大通并没有计划脱离 R3，但不会参与本轮融资。 

对于成员的离开，R3发布声明表示，“像 R3 项目这样规模的技术开发，我们也预料到人

员会发生变化。开发这样规模的技术需要长期投入和大量资源，而我们的成员来自不同的行

业，具有不同的能力，这些能力随着时间也会发生变化。”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 2016 年开始吸纳非银行金融机构后，R3 的成员已经超过 70 位。

随着成员的不断增加，相互之间利益的协调和分配成为联盟管理机制的重点，谈判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小。在此次 A 轮募资中，高盛希望谋求更多的董事会席位，获得更多的投票权。而

R3 希望自身掌握更多的联盟控制权。 

对这一说法，高盛没有回应。 

高盛等大型机构和银行开始寻求自己的专利 

高盛离开 R3 联盟并不意味着它对区块链不再感兴趣，相反，他们将继续研发属于自己的

区块链项目。 

http://q.stock.sohu.com/cn/bk_1891.shtml
http://q.stock.sohu.com/cn/bk_18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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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高盛和摩根大通一直对区块链技术非常关注。高盛近 5 年在金融科技领域进行

了 10 笔风险投资。 

2015年 5 月，高盛向比特币创业企业 Circle 投资 5000万美元。今年 2月，高盛宣布投

资数字资产控股公司 DAH，一共有 14家金融机构共同参加了 DAH的融资，融资总额达到 6000

万美元。 

除了投资区块链初创公司之外，有市场人士分析称，高盛自己拥有 9000 多名 IT 人员，

完全有自主研发的能力。除此之外，高盛目前也正在获得区块链在外汇交易、数字资产两项

应用的专利。 

OKCoin 币行网区块链研究人士对野马财经记者表示：“R3 是一个商业联盟，首先联盟不

是公司，其次 R3 联盟主要是推动银行对于区块链研究和采用为目标的联盟而已，R3 成员大多

数是不太了解区块链技术的，R3 将区块链技术推给相关成员，组织一些关于区块链技术的实

验，让成员们探索区块链技术。” 

在联盟初始加入的高盛目前已经拥有对区块链技术极强的自主研发和应用的能力，退出

R3 联盟对高盛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保护来说也许更有益处。对金融行业来说，没有永远的朋

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区块链概念的泡沫要破碎了吗？ 

高盛等机构退出 R3 引起了一些对区块链发展前景的讨论，如果连全球最大的区块链联盟

都“玩不转”了，是否代表者区块链概念的泡沫要破碎了呢？ 

据区块链铅笔网报道，一位 R3 区块链联盟内部人士对记者透露，目前已经证实至少有 35

家银行愿意参与此次融资，并且会继续加入。即使到目前为止，真正明确退出的银行最多只

有 4 家。并且就退出的金融机构而言，并不是因为不看好区块链技术，而是自身仍在参与区

块链技术研究开发中。 

该内部人士同时表示，其实目前对于 R3 而言，进展已经远远超过原来的预期，绝大部分

企业在和 R3 的合作过程中都非常认可目前的进展。很多媒体都在反复强调和夸大极少企业的

离开，却没有指出更多企业在增强他们与 R3的合作关系，甚至还认为这是区块链行业发展的

挫折，显然是无稽之谈。 

在 R3 区块链联盟涵盖的 70 多家全球顶尖金融机构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中国平安集团、

招商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民生银行四家传统金融机构。据悉，在加入 R3联盟之后，平

安集团对于区块链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组织了一个 50多人的区块链顶级高手团队。 

区块链的研究和发展必然是一场全球性的金融科技领域的竞争，在这场破坏性的金融创

新中，中国的金融业表现出了比以往更积极更活跃的态度。 

OKCoin 币行网区块链研究人士对野马财经记者表示，平安等中国机构加入 R3联盟，说明

中国企业对区块链技术的高度重视，在技术领域中国企业走在国际前沿，有助于区块链技术

未来的发展和更好的被应用于实际场景中。 

 

（五）其他 

云端计算机硬件服务初创公司 Sixa 获得 35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 

Sixa 是一家提供云端计算机硬件服务的初创公司，五个月前，他们刚参加了 YC 孵化器

http://money.sohu.com/wai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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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夏季路演。现在，他们正式发布了业务产品，为开发人员提供云端个人计算机服务。12

月10日，该公司宣布获得了一笔35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领投方是知名风投Tandem Capital。 

据悉，该公司在试运行期间就已经吸引了超过 1.5 万名开发者用户，该公司表示他们正

式产品发布之前依然有“数千名”程序员等待使用他们的产品。不过，从本周之后，该公司

正式对外公告称，Sixa 已经是一个公开的服务平台了。 

Sixa公司两位联合创始人分别是 Mykola Minchenko 和 Ievgen Nechaiev，他们最初的创

业想法，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们不再受到硬件过时的顾虑，就像将计算和服务器放到云端，该

公司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就是将硬件“搬到”云端。直到 2015 年，Sixa创业团队终于想到了

一个构建云端计算机的解决方案，利用远程连接技术，让用户能够像使用实体计算机一样来

使用 Sixa 服务。Minchenko 表示：所有的开发人员，只需要在自己的手边有一个浏览器和一

台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个人电脑，就可以了。我们大大缩短了云端使用个人电脑所产生的时

延，Sixa平台的时延大约只有 11 毫秒，用户基本上无法感受到。另一方面，我们也极大地提

升了服务便捷性，让用户随时可以使用到最新的硬件和软件。 

过去，开发人员需要根据客户设置需要，构建（或调整）自己的开发环境，而现在，他

们只需要使用 Sixa 平台就能拥有一台满足自己个性化需要的虚拟计算机。不仅如此，Sxia公

司正计划把这种业务模式扩大到其他行业领域，帮助企业解决“高性能设备需求较大，但硬

件设备跟不上”的问题。该公司也透露了一些可能会进军的行业领域，包括对数据要求较高

的设计行业、企业安全访问服务、以及虚拟现实系统。不过，现在他们并没有对外公布太多

细节，预计不少业务会在明年揭开神秘面纱。 

现阶段，Sixa服务可以免费试用，但正式服务是要收费的，用户每月需要支付 49美元，

或是每小时支付 0.49美元。 

该公司之前曾经募集到 26.1万美元的创业资金，投资方包括 Startupbootcamp Istanbul、

WS Investments、以及 Y Combinator。 

 

高通再战 PC 芯片市场 搭车终端融合有未来 

PC 市场的争夺战从未停止，在经历此前失败之后，高通再次卷土重来，图谋 PC芯片市场。

近日在深圳召开的 WinHEC 上，高通与微软宣布他们将联手制造出由下一代的高通骁龙处理器

驱动的移动计算机处理设备，并且将搭载完整的 Windows10 体验。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高通携重磅产品归来，对于英特尔在 PC 处理器市场的地位将形成一定的冲击。      

在经历数年的低迷期，PC 市场如今依旧未能有明显起色，而手机行业的天花板也逐渐显

现，但随着手机越来越薄、屏幕越来越大，融合产品却呈现增长之势，在硬件低迷的时期，

这无疑成为了众多厂商心中的“香饽饽”，华为、小米等手机厂商也都不断在融合终端上下

功夫。此次高通联合微软再次征战 PC芯片市场，看中的也是这个融合趋势，不过此前已经有

过失败经历的高通能否称霸 PC 市场赢得未来，有待观察。 

高通再次与微软联手，征战 PC 芯片市场 

高通在 PC 芯片市场近日有新举动。微软在近日召开的 WinHEC 上宣布，正在为基于高通

骁龙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开发 Windows 10 操作系统。微软和高通表示，将 Windows 10 普及

到基于高通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上，将为消费者带来更轻薄、永远在线的计算设

备。 

高通进军 PC 市场，这已不是第一次。早在 2009 年，高通就曾经一度希望凭借自己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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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ARM 架构）+Android 的智能本企图杀入 PC 市场，对 PC 领域芯片巨头英特尔形成一定的

冲击，然而结果并不如意，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铩羽而归。而在之后的 2012年，微软则采用

Windows+ARM 组合的 Surface RT 抢夺平板电脑市场也是无功而返。而让高通颇为尴尬的是，

微软采用了 Windows+英特尔 x86 架构组合的 Surface 却在平板电脑市场上录的不错的成绩，

并一举帮助微软成功树立了 Surface 产品品牌。 

终端融合趋势再次激起高通野心？ 

Gartner 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在 2016 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厂商出货量为 6890 万

台，相比较去年同期下滑 5.7%。此前，另一家市场研究公司 IDC 也发布报告，称三季度 PC 

出货量为 6800 万台，同比下滑 3.9%。PC市场已经连续八个季度出现下滑，更是创造了最长

下滑时间，虽说 IDC报告在数字上略微好看些，但是也难掩 PC 市场日渐式微的局势。 

另一方面，手机终端触顶态势愈发显现。来自 Gartner 发布的智能手机研究报告预测，

2016 年全球手机市场整体出货量为 15 亿部，下滑 1.6%。虽然手机市场新品发布接二连三，

但黄金时代已过。 

在此趋势之下，加之移动办公愈发常态化，并且还在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终端融合产

品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多方面的需求，市场需求日渐扩大，如今市场的火爆局面仍在持续。 

目前安卓手机搭载的处理器芯片主要来自三家，高通、海思和联发科。随着手机市场的

触顶，芯片厂商之间的竞争无疑将更加激烈。而在融合终端带动新一轮增长的当下，高通在

此时与微软的合作，为的便是赢得打破 PC边界的最好时机。据高通执行副总裁兼 QCT总裁克

里斯蒂安诺·阿蒙透露：“我们将有多款芯片组有望支持 windows10 的产品，除了 800层级，

还有可能考虑高性能的、专为 PC 打造的芯片组。”从克里斯蒂安诺·阿蒙的言语中，不难听

出，高通对于 PC芯片的野心依旧。 

高通进军 PC 市场能否抓住未来？ 

微软与高通的合作，这使得 ARM 架构的高通处理器与 Win10 实现了合体，这无疑是微软

发展史、高通发展史、微软与英特尔合作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和节点。不过，在手机芯片领

域处龙头地位的高通能否在 PC 市场上再达到一个顶峰，从而把握住未来？ 

一方面，英特尔作为 IT 行业的巨头，在 PC 市场深耕几十年，无论从技术实力亦或是合

作的 PC厂家而言，都非高通短期内能够撼动的。而且，在高通与微软合作之后，英特尔也必

将会采取新的策略跟进，在汲取此前的失败的教训，高通显然还要时刻提防再次败退的危机。 

另一方面，当下的热门领域在 VR、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5G通信等方面，更是有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领域关乎未来 10-15 年的全球业态，而高通与微软的合作仅仅是在 PC

领域上突破，想要把控未来，显然还不够。 

因而，微软与高通喜联姻，这客观上确实打破了以往微软与英特尔的合作模式，也改变

了未来 PC设备设计的可能性。不过放眼长远，想要紧紧抓住未来，高通发力的重点不能局限

于 PC 端，更应在新兴的产业上加把劲。 

 

青岛“超级计算机”正式启用 每秒可算 2600 万亿次 

12 月 15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举行 2016 学术年会，会上高性能科学计算

与系统仿真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拥有目前国内海洋领域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计算能力达到了理论峰值每秒 2600 万亿次，下一步还将规划建设百亿亿次（E 级）超算系统。 

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的建设目标是满足海洋国家实验室面向全球发起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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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深海极地、蓝色生命等大科学计划中对智能超算及系统仿真的集群式重大需求，立足

国产化超算大科学装置，构建国际一流的超高分辨率全球海洋模拟器，支撑透明海洋立体观

测网络，向全深海基因组计划等海洋科技前沿提 供技术保障。 

目前，平台已完成一期基础条件建设并正式运行，计算能力达到了理论峰值每秒 2600 万

亿次浮点运算的计算速度，是我国海洋科研领域性能最强的超算系统，同时可以比肩国际海

洋领域性能最强的超算系统。平台的建设综合了科学计算、智能计算、数据计算等先进的模

式，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与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浪潮集团协同合作，

根据海洋领域科研需求，建设海洋大数据、海洋云平台、海洋网络空间安全等六个子平台。

一支大约百人的技术支撑和服务团队在开展平台硬件系统的运行维护的同时，为建立覆盖海

洋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海洋大数据库及智能云服务平台，先期开展海洋监测、观测数据及其

分析算法和模型，深海动力、环境、流体等高精度数值模拟与实时可视化，深海生物医药计

算仿真研究等技术研发和储备。未来，该平台还将围绕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重大应用需

求，全面将国家互联网+、国家大数据、国家人工智能 2.0等重大战略计划融合到海洋领域当

中，以全域海洋关键现象高效、快速、精细数值仿真模拟和预测为需求导向，建设国产化超

算大科学装置。 

海洋国家实验室主任吴立新表示，超性能计算的发展源于海洋科学本身的发展需求，高

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不仅为“透明海洋”等国家战略任务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平台，还将为山东乃至全国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驱动力。海洋国家实验室副主任刘保华

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深海科研主要集中在物理海洋、海洋生命、海洋地质三大领域，都亟

需对海洋环境进行高性能模拟计算，此前科研单位各自为政，力量薄弱，而高性能科学计算

与系统仿真平台实现了原有计算能力的千倍提高，计算速度增加的同时必然带来模拟精度的

提升，更有利于科学家们掌握海洋的变化规律。今后，该平台将面向海洋国家实验室所有的

功能实验室、理事单位开放，也可以为地方科技企业提供服务。 

据了解，根据科技部的重大研发计划安排，我国 E级超级计算机将于 2020 年研发部署完

成，力争成为全球首台 E 级超级计算机。今日，为满足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未来

建设论证需要，海洋国家实验室还召开了 2016 海洋+E级超算论坛，邀请了科技部高性能重大

专项专家组的专家和海洋应用领域的院士、杰青，分别从 E 级超算研制方和海洋各领域对 E

级超算的重大需求两个层面共同进行研讨，以促进海洋国家实验室 E级超算规划建设。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朗玛信息；股东黄国宏减持338万股 占比1% 

朗玛信息 持股 5%以上股东黄国宏于 2016年 12月 7日至 2016 年 12月 9日期间，通过大宗交

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38万股，占总股本的 1%。本次权益变动后，黄国宏持股比例为 8.8%。 

 

分众传媒：拟2亿元参与设立投资基金 

分众传媒 12 月 12 日晚间公告，拟与苏州锦天前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苏州琨玉前

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投资基金，最高募资 4 亿元，公司（通过有关子公司）将认购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300288.htm
http://stock.jrj.com.cn/hotstock/lhbdzjy.shtml
http://stock.jrj.com.cn/hotstock/lhbdzjy.shtml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002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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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不高于 50%、最高 2亿元。 

 

新联电子：中标1.41亿元国家电网项目 

新联电子 12月 12日晚间公告，公司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 2016年

第三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的中标人，共中 5个包，中标金额共计 1.41亿元，

占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 18.17%。 

 

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约96%持股被质押 

万达信息今日午间发布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万豪投资共持有万达信息

25558.8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79%；本次质押股份共计 82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3.22%。本次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后，万豪投资累计质押股份 24527 万股，

占其持有万达信息股份总数的 95.96%，占万达信息总股本的 23.79%。 

 

延华智能：顾燕芳辞去总裁一职于兵接任 

延华智能 12 月 1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于 12 月 9日收到公司总裁顾燕芳递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顾燕芳因个人原因辞去总裁职务。顾燕芳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时，董事会同意聘任于兵为公司总

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本次职务调整后，于兵将不再担任公

司执行总裁的职务。 

 

思创医惠:增发缴款完成、财务压力释放 

公司 12月 12日的最新披露,12月 7日公司已收到三名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公司已向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3008万股,募集资金 6亿元,其中发行费用 1227万,募资净额 5.88亿,计

入实收资本 3008万,资本公积 5.58 亿。 

 

真视通：终止撤回重组申请文件 续聘西南证券为独立财务顾问 

真视通 12 月 13 日晚间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议案，并继续聘任西南券为独立财务顾问。公告称，此项决

定是鉴于证监会近日修订的发行监管问答《在审首发企业中介机构被行政处罚、更换等的处

理》，并经董事会充分论证的结果。6 月 24 日，公司接到证监会通知，因西南证券被立案调

查，公司购买资产事项申请被暂停审核。 

 

千方科技：获实控人增持 0.01% 

千方科技 12 月 13日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夏曙东

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夏曙锋先生的通知，夏曙锋先生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入了公司股票 72,800 股，增持均价为 14.11 元，增持比例为 0.01%。 

 

浙大网新：拟 18亿元收购华通云数据 80%股权 

浙大网新 12 月 13 日晚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网通信息港、如日升投资、云通创投、佳禾投

资、云径投资、盛达投资、云计投资分别持有的华通云数据 27.73%、19.09%、12.96%、6.36%、

http://stockdata.cs.com.cn/qcenter/center/singleStock/ggzy/sz002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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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4.77%和 4.09%股权（合计 80%的股权），交易价格初步确定为共 180,000 万元。其中，

向网通信息港、如日升投资、云通创投、佳禾投资和盛达投资合计支付的现金金额为 72,823.65

万元；向网通信息港、如日升投资、云通创投、佳禾投资、盛达投资、云径投资和云计投资

共计支付股份对价 107,176.35 万元。 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将直

接持有华通云数据 100%股权。公司股票暂不复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为 12.96 元/

股，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 82,697,801 股。同时，公司拟采用锁价方式向贯和投资非公开发

行股票不超过 49,051,667 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75,000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以及各中介机构费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15.29元/股。本次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不构成关联交易。标的公司承诺 2017 年度、2018 年

度、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15,800 万元、19,750 万元、24,687.50 万元。 

 

恒生电子: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将减少 2016 净利 3.49 亿 

恒生电子 12 月 13日晚公告，12月 13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恒生网络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证监会决定没收恒生网络违法所得 10986 万元，并处以 32960 万元罚款。恒生电

子合并恒生网络的利润表，预计将减少恒生电子 2016年净利 3.49 亿元（恒生电子 2015年净

利 4.54 亿元）。依据法律法规及行政处罚决定书，恒生网络有权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 

 

任子行：因信披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任子行 12 月 13 日晚公告，公司董事长景晓军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

如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公司可能因此被暂停上市。 

 

天夏智慧：实控人拟斥资 1亿增持公司股份 

天夏智慧 13 日早间公告，公司于 12月 12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梁国坚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梁国坚先生或其控制的公司拟斥资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含 1 亿元），在 2016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0月 1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进行增持。 

 

禾盛新材：控股股东通过资管计划增持 242 万股股票 

2016 年 12 月 13 日，禾盛新材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增

持告知函》，中科创资产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通过“前海开源禾盛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2，427，163股。 

 

网宿科技：拟 1240万元购买绿星云 100%股权 

网宿科技 12 月 13日晚间公告，公司与绿星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星云”）

之股东储敏健、成润华、张海燕、郭晓峰和黄明生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人民币 1,240 万元购买上述 5名自然人所持有的绿星云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绿星云 100%股权。 

 

GQY 视讯：拟 6440 万元资产出资收购洲际机器人四成股权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600570.htm
http://so.jrj.com.cn/cse/search?q=中国证监会&s=5981575158355482147&stp=1&nsid=1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300311.htm
http://so.jrj.com.cn/cse/search?q=中国证监会&s=5981575158355482147&stp=1&nsid=1
http://stock.jrj.com.cn/list/stockssgs.shtml
http://forex.jrj.com.cn/list/rmbdt.shtml
http://stock.jrj.com.cn/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0022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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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Y视讯 12月 13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与深圳功夫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奇科威电子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收购宁波洲际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机器人”）股权，公司拟以宁波海

曙区环城西路 88 号的闲置房产（含土地）出资人民币 6440 万元，投后将持有洲际机器人 

40.76%股权。 

 

佳创视讯：实控人计划增持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坤

江先生承诺即日起一年内不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且拟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函。基于对公

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董事长陈坤江先生承诺即日起一年内不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且

拟计划自 2016年 12月 14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

额不低于 1500万元人民币，且不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拟增持股份不设定价格期间，陈坤

江先生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GQY 视讯：拟变更资产重组标的 继续停牌 

GQY 视讯 12 月 15 日晚公告，由于交易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公司决定终止原披露的资产重组

事项，原计划收购标的来自互联网游戏行业。同时，公司拟继续推进资产重组事宜，并对重

组标的资产进行更换。如未能按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将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恢复

交易，并自复牌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川金顶：控股股东减持 800 万股 占比 2.3％ 

四川金顶 12月 15 日晚间公告称，2016年 12月 14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金属

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2016年 12月 14 日，海亮金属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800万股，减持价格为 13.10 元/股，减持股份数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6%，占公司总股本的 2.3%。 

 

梅安森：第二大股东披露减持计划 

梅安森 12 月 15 日晚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副董事长叶立胜（对公司持股 8.26%）披露减

持计划：拟在 3 个月内减持不超过 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 

 

欧比特：筹划非公开发行 16 日开市起停牌 

欧比特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2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万达信息：停牌并购重组事项将上会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万达信息(20.58 停

牌,买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2月 15日开市起停

牌，待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索菱股份：公司重组是获得有条件通过 

http://stockdata.cs.com.cn/qcenter/center/singleStock/ggzy/sz300076.html
http://stockdata.cs.com.cn/qcenter/center/singleStock/ggzy/sz300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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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600678.htm
http://stock.jrj.com.cn/
http://stock.jrj.com.cn/hotstock/lhbdzjy.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3002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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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讯 索菱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目前公司重组是获得有条件通过，还没有

取得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因此后续的相关事项暂不确定。股价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公司管理层唯有努力提升公司业绩，实现二级市场对公司市值的估值提升。 

 

银信科技：非公开发行方案提交证监会审核 

12 月 16 日讯 银信科技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已提交证监会审

核，是否会继续实施需要等待证监会审批结果出来之后的股价情况确定。詹总对公司发展具

有信心，也希望能够增持公司股票。 

 

信息发展：与腾讯云战略合作 

信息发展在深圳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本着互利互惠、友

好协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同意在政府行业云计算服务共建、生态体系共建、

政府行业内容共建等领域建立全面业务合作伙伴关系。 

 

GQY 视讯：变更重组标的 原网游类资产变更为安元科技股权 

12月 16日讯 GQY视讯昨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在重组停牌期间更换重组标的。公告显示，

GQY视讯原披露的重组标的行业类型为互联网游戏行业，但由于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交易的相

关条款达成一致，且达成时间难以确定，公司决定与上述标的公司的股东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合作。 

 

大智慧：尚未收到股权转让预付款及风险提示 

12月 16日消息，大智慧下午发布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大智慧拟将全资子公

司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 70%股权以及与该等目标股权相关的股东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上海

华信资本，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976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仍未收到华信资本应支付的

相关款项，公司与华信资本正在就有关事项进行沟通之中且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前，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进行了立

案调查审理，根据查明的违法事实，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规定，尚不能排除公司股票退市风险。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12/19)周一 (12/20)周二 (12/21)周三 (12/22)周四 (12/23)周五 

同有科技(300302): 股东大

会召开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新联电子(00254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荣科科技(30029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300231.htm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300469.htm
http://summary.jrj.com.cn/gnbk/400124688.shtml
http://finance.china.com.cn/stock/quote/sz300076/
http://app.finance.china.com.cn/stock/cate/detail.php?symbol=40012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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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科技(30030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海虹控股(000503):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汉王科技(00236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召开 

同有科技(30030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紫光股份(000938): 股东

大会召开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海康威视(002415): 股东大

会召开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紫光股份(000938):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宝信软件(600845):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GQY 视讯(30007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雷柏科技(00257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华平股份(300074):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浪潮软件(60075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汉王科技(00236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雷柏科技(002577): 股东大

会召开 

泰豪科技(600590): 股东

大会召开 

宝信软件(60084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海康威视(002415):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大智慧(601519):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荣科科技(30029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华平股份(300074): 股东

大会召开 

宝信软件(60084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长高集团(00245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中国软件(600536):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华平股份(300074):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汉王科技(002362): 股东大

会召开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浙大网新(60079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泰豪科技(600590):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万达信息(300168): 并购重

组发审委审核会议 

新联电子(00254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浙大网新(600797): 股东大

会召开 

海虹控股(000503):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梦网荣信(002123):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卫宁健康(300253):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泰豪科技(600590):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梦网荣信(002123): 股东大

会召开 

海康威视(00241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同方股份(60010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浙大网新(60079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泰豪科技(600590):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浪潮软件(60075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三泰控股(00231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浙大网新(60079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北信源(30035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梦网荣信(00212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召开 

新联电子(00254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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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控股(00231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

大会召开 

宝信软件(600845): 股东大

会召开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新联电子(00254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北信源(30035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浪潮软件(60075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新联电子(002546): 股东大

会召开 

宝信软件(600845):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北信源(300352): 股东大

会召开 

浪潮软件(600756): 股东大

会召开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GQY 视讯(30007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宝信软件(600845):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博彦科技(00264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中国软件(60053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飞天诚信(30038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润和软件(300339): 股东大

会召开 

同方股份(600100):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长高集团(00245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威创股份(00230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飞天诚信(30038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召开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

会召开 

分众传媒(00202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威创股份(00230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神州信息(0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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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居宝(30015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飞天诚信(30038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汉得信息(30017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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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1 一米鲜 数千万人民币 100% 百果园 

2016.12.12 星际互娱 IIESTAR 新三板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2 学音悦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炫嘉国际 

2016.12.12 泰迪熊移动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翊翎资本 尚势资本 

2016.12.12 美生海尚 天使轮 未透露 磐霖资本 

2016.12.12 PPmoney万惠投融 IPO上市后 3.75亿人民币 安赐资本 粤泰控股 

2016.12.12 车鉴定 B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2 云快报 战略投资 3000万人民币 中域资本 

2016.12.12 Moment Pre-A轮 数百万人民币 中赢投资 

2016.12.12 雅森科技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顺禧基金 虎丘医疗 

2016.12.12 Kacha咖嚓电商 Pre-A轮 100万美元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 

2016.12.12 运满满 D轮 1.1亿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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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2 云集微店 A轮 2.28亿人民币 钟鼎创投 凯欣资本 

2016.12.13 葫芦侠 4.1亿人民币 N/A 文投创投 

2016.12.13 楚枫网络 未透露 N/A 白鹭时代 

2016.12.13 湖南海翼电子商务 A轮 3.27亿人民币 IDG 资本 

2016.12.13 优拜单车 A+轮 1亿人民币 黑洞投资 

2016.12.13 和茶网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安芙兰创投  青山资本 伯

乐纵横投资 

2016.12.13 飞驰镁物 FutureMove A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多氟多集团博嘉创投 京道

产业基金 光量资本 

2016.12.13 堆糖网 B轮 未透露 头头是道投资基金 

2016.12.13 多乐小熊 天使轮 未透露 松源资本 

2016.12.13 助理来也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微软 Microsoft 光速中国 

红杉资本中国 

2016.12.13 饭桃花 Pre-A轮 600万人民币 

赤子城 SOLO 头头是道投

资基金 映美传媒 

2016.12.13 36氪 36Kr 战略投资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招商局 

2016.12.14 校企桥 A轮 未透露 拼图资本 

2016.12.14 玩转停车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江苏高投管理 艾想投资 

杭州浩联 长甲集团 

2016.12.14 Codementor 种子轮 160万美元 华平投资 WI Harper Group 

2016.12.14 乐投天下 B轮 1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4 SenseTime商汤科技 B轮 1.2亿美元 

鼎晖投资 万达集团 IDG

资本 Star VC 

2016.12.14 威鹏网络 天使轮 未透露 哇哦科技 

2016.12.14 德易东方 A轮 1亿人民币 

达晨创投 复星医药 雅惠

精准医疗基金 

2016.12.14 智选车 A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4 美吧秀 天使轮 500万人民币 中美创投 古德菲力投资 

2016.12.15 萌窝宠物商城 1500万人民币 N/A 爪爪 

2016.12.15 口袋科技 10.67亿人民币 51% 天神娱乐 

2016.12.15 珠海银隆新能源 战略投资 30亿人民币 

万达集团 京东 中集集团 

董明珠 燕赵汇金国际投资 

2016.12.15 工夫影业 战略投资 2.7亿人民币 天神娱乐 

2016.12.15 鑫合汇 B轮 7.1亿人民币 美都金控 

2016.12.15 信谁科技 天使轮 2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5 我厨生鲜电商 B轮 数千万美元 

集富亚洲 JAFCO LB投资(LB 

Investment) 

2016.12.15 西少爷 B轮 1150万美元 弘毅投资 今日资本 

2016.12.15 快乐工场 JoyWorks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奥飞动漫 东方富海 

2016.12.15 星享网络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浙江金控资本 

2016.12.15 阿吉比科技 Pre-A轮 未透露 真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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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5 保险极客 A+轮 5000万人民币 

清控银杏创投 联想之星 

启迪之星(启迪孵化器) 

2016.12.15 NIHAO博如网络 天使轮 600万人民币 杭州秘银资本 

2016.12.15 编程猫 A轮 2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5 美图秀秀 IPO上市 37.1亿港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5 连心医疗 天使轮 1200万人民币 

国科嘉和 安龙基金 西科

天使基金 

2016.12.16 达令 D轮 5亿人民币 光际资本(IDG-光大) 

2016.12.16 沪商财富 A轮 1000万人民币 天鸽互动 

2016.12.16 优板网 天使轮 16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6 卡行天下 D轮 未透露 

远东宏信远翼投资 钜派投

资 景林投资 光信资本 

2016.12.16 睿聚教育 A轮 3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6 销售易 D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6 挖酒网 B轮 1.3亿人民币 招商证券 

2016.12.16 微蚁科技 天使轮 1500万人民币 商城集团 

2016.12.16 两只猫科技 天使轮 6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6 闲徕互娱闲来麻将 10.2亿人民币 51% 昆仑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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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3 Eight Pixels Square 未透露 0% Outplay Entertainment 

2016.12.14 Cronologics 未透露 0% Google 

2016.12.15 Swisse 3.11亿其他 17% 合生元 

2016.12.11 Movinga C轮 1700万美元 

|Global Founders 

Capital|Earlybird 

Venture Capital|STS 

Ventures| 

2016.12.12 sixa 种子轮 350万美元 Tandem Capital 

2016.12.12 Hubba B轮 未透露 |高盛集团(中国)| 

2016.12.12 Brandless A轮 1600万美元 

|Redpoint Ventures 红点

全球基金|Cowboy 

Ventures|Slow 

Ventures|Sherpa 

Ventures| 

2016.12.12 Doctor Insta A轮 250万美元 RoundGlass Partners 

2016.12.12 Houseparty A轮 5000万美元 

|Sequoia Capital(红杉海

外)|Comcast 

Ventures|Grey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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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Aleph| 

2016.12.12 Wish E轮 5亿美元 |光际资本(IDG-光大)| 

2016.12.12 inFeedo 天使轮 2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2 Molotov B轮 23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2 Minimal Tech B轮 300万美元 

|SBI 投资(思佰

益)|Adways 

Incorporated|SMBC|TOPPA

N PRINTING COMPANY LTD.| 

2016.12.12 Vesper A轮 1500万美元 

|Amazon 亚马逊

|Accomplice|Hyperplane|

Miraenano Tech| 

2016.12.12 XSEED Education B轮 未透露 Verlinvest 

2016.12.12 Grab 战略投资 未透露 本田 

2016.12.12 GO1 天使轮 400万美元 

|Y Combinator-YC|Black 

Sheep Capital|Blue Sky 

Ventures|Full Circle 

Ventures|Tank Stream 

Ventures|| 

2016.12.13 Dynamic Signal D轮 2500万美元 

|微软 Microsoft|Trinity 

Ventures|Focus 

Ventures| 

2016.12.13 Oxford Nanopore A轮 1.26亿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3 Digital Fineprint 种子轮 40万美元 Eos Venture Partners 

2016.12.13 Nantero A轮 2100万美元 

|Globespan Capital 

Partners| 

2016.12.13 Jetsmarter C轮 1.5亿美元 JetEdge 

2016.12.13 Blackmore A轮 350万美元 Next Frontier Capital 

2016.12.13 Lunar Way A轮 420万欧元 |Seed Capital| 

2016.12.13 Symend 种子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3 High Fidelity C轮 2200万美元 

|Breyer Capital|IDG 资本

| 

2016.12.13 ZestMoney A轮 650万美元 PayU 

2016.12.13 Solvvy 种子轮 450万美元 Pear Ventures 

2016.12.13 Indifi B轮 1000万美元 

|Omidyar Network|Accel 

Partners|Elevar Equity| 

2016.12.13 Mojio A轮 1500万美元 

|BDC Venture 

Capital|Relay 

Ventures|BC Tech 

Fund|Deutsche 

Telekom|Alexa Fund| 

2016.12.13 OL里昂 战略投资 1亿欧元 |IDG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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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4 Loom.ai 种子轮 135万美元 |Y Combinator-YC| 

2016.12.14 Qacco 天使轮 15万美元 |Lead Edge Capital| 

2016.12.14 Signal Media A轮 580万英镑 

|MMC Ventures|赫斯特

Hearst 

Ventures|Frontline 

Ventures|Reed Elsevier 

Ventures|Local Globe| 

2016.12.14 Survios B轮 5000万美元 

|Lux Capital|Shasta 

Ventures|丹华资本

Danhua Capital|盛大资本

-盛大网络|Felicis 

Ventures|Dentsu 

Ventures|MGM| 

2016.12.14 FitMeIn Pre-A轮 未透露 FiNC 

2016.12.14 OpenBazaar 天使轮 300万美元 

|Andreessen Horowitz(简

称 A16Z)|Union Square 

Ventures|BlueYard| 

2016.12.14 Lygos A轮 1300万美元 

|OS Fund|IA 

Ventures|First Round 

Capital|Y 

Combinator-YC|Fifty 

Years|Vast Ventures| 

2016.12.14 Tact B轮 1500万美元 

|微软 Microsoft|Upfront 

Ventures|Accel 

Partners|Redpoint 

Ventures 红点全球基金| 

2016.12.14 Boom.tv 种子轮 35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4 Clear Labs B轮 1300万美元 

|Google|腾讯|Wing 

Venture Partners| 

2016.12.14 Stackla B轮 400万美元 

Bailador Technology 

Investments 

2016.12.14 Stackla B轮 400万美元 

Bailador Technology 

Investments 

2016.12.14 Traxo B轮 520万美元 

|TripAdvisor|Aristos 

Ventures| 

2016.12.14 OfBusines B轮 7.5亿卢比 

Zodius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Fund 

2016.12.15 ALE 天使轮 6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5 MoEngage B轮 未透露 |Facebook| 

2016.12.15 Suiteness A轮 500万美元 

|Bullpen Capital|Global 

Founders Cap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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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or-YC|Kima 

Ventures|HVF|Altair 

Capital| 

2016.12.15 Inkling E轮 2500万美元 

|Sapphire 

Ventures|Sequoia 

Capital(红杉海

外)|Tenaya Capital| 

2016.12.15 Knowmail 天使轮 350万美元 

|PLUS Ventures|2B 

Angels|CE 

Ventures|AfterDox|INE 

Ventures| 

2016.12.15 Swap.com C轮 2000万美元 eEquity 

2016.12.15 iCommerce Pre-A轮 14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5 Adnymics A轮 数百万美元 Bayern Kapital 

2016.12.15 Stash B轮 2500万美元 

|Valar Ventures|Breyer 

Capital|Goodwater 

Capital|Entrée 

Capital| 

2016.12.15 

Next Entertainment 

World B轮 2500万美元 

|Mayfield Fund|Signia 

Venture Partners|金沙江

创投|FunPlus|映客| 

2016.12.15 Fitpass 种子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5 Nasuni E轮 2500万美元 Sigma Prime Ventures 

2016.12.15 Pocket Aces A轮 300万美元 

|Sequoia Capital(红杉海

外)| 

2016.12.15 ideaForge A轮 1000万美元 WRV Capital 

2016.12.15 Lookback A轮 600万美元 

|Spectrum Equity|Index 

Ventures|Lakestar| 

2016.12.15 StriVR A轮 500万美元 

|Signia Venture 

Partners|BMW i 

Ventures|Advancit 

Capital| 

2016.12.15 Conversica B轮 3000万美元 

|Wellington 

Management|Recruit 

Strategic 

Partners|Providence 

Strategic Growth| 

2016.12.16 Cobalt DL A轮 未透露 花旗银行 

2016.12.16 BreezoMeter A轮 300万美元 SeediL 

2016.12.16 Crate.io 种子轮 250万欧元 

|Dawn 

Capital|SpeedInvest|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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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Capital|Draper 

Esprit| 

2016.12.16 Hippo A轮 1400万美元 

|Horizons Ventures 维港

投资|纪源资本 GGV|RPM 

Ventures|Propel Venture 

Partners|Pipeline 

Capital| 

2016.12.16 Logicworks 战略投资 1.35亿美元 Pamplona Capital 

2016.12.16 Plume Labs A轮 45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6 Amino B轮 1920万美元 

|Venrock|Union Square 

Ventures|GV|Box 

Group|Time Warner 

Investments|Goodwater 

Capital| 

2016.12.16 Hopper C轮 6120万美元 

|OMERS Ventures|Caisse 

de dépô 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Brightspark 

Ventures|Accomplice|Inv

estissement Québec|BDC 

Cap| 

2016.12.16 Databricks C轮 6000万美元 

|NEA 恩颐投资

|Andreessen Horowitz(简

称 A16Z)| 

2016.12.16 Atlas Genetics D轮 1.25亿人民币 香港万孚 

2016.12.16 Vidme A轮 600万美元 

|NEA 恩颐投资|Upfront 

Ventures|First Round 

Capital| 

2016.12.16 Explain Everything 种子轮 370万美元 

|RTA Capital|NEA 恩颐投

资|Credo|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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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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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