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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板块或企稳反弹，聚焦消费金融、无人驾驶

车联网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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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同期沪深 300下跌 1.15%，创业

板下跌 1.68%，符合我们的判断。受支付宝 AR 红包以及北斗全面完成“百

城百联”消息刺激，LBS 板块表现抢眼，四维、超图、中海达等涨幅靠前。

经过前期调整，预计短期或将企稳反弹，重点关注消费金融、无人驾驶

车联网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牌照加速发放，消费金融将迎来爆发。12月 15日，银监会召开发布会宣

布积极推动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常态化，上周，银监会两天连发中原和包

银 2 张牌照,消费金融持牌公司已壮大到 20 家，消费金融牌照审批发放

速度明显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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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每周发布的消费金融周报） 

  

Autopilot 2.0 预计本周发布，建议关注无人驾驶车联网主题。22 日，

Musk 通过 Twitter 发布打算在本周发布 Autopilot 2.0，它将具备一代

产品大部分的功能（并非全部），同时他还表示会为特斯拉 P100D 

Ludicrous 车型“发一个彩蛋”。考虑到新版程序是基于全新传感器方案，

另外需要大量路测数据来修正算法，这次发布计划没有逾期实属不易。

如果自动转向、自动紧急刹车等功能表现优异，将加速推动无人驾驶发

展进程，让我们拭目以待。无人驾驶车联网主题重点看好索菱股份、捷

顺科技、千方科技、四维图新、东软集团、路畅科技等。 

  

另外，能源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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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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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大安全领域，重点看好银

信科技、齐心集团、绿盟科技、丰东股份、东方通、常山股份、蓝盾股

份等；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看好同花顺、思创医惠、东方网力、科大讯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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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监会两天连发 2 张牌照，消费金融持牌大军已壮大到 20 家 

 京津冀启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中国首列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在香港举行开通仪式 

 中国移动与沃达丰、爱立信、联想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布局物

联网 

 巴黎银行完成‘现实区块链交易’，区块链迈向现实产品阶段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分众传媒：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分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近日获得上

海市长宁区财政局下发的财政扶持款，金额为人民币 2亿元。奥马电器：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

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61,603,652 股新股。新北洋：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收到山东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意见。此次发行完成后，新北洋总股本不超过

672,676,251 股，其中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2,738,540

股，持股比例不低于 13.79%，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1,481,473 股，持股比例不低于 6.17%。长城电脑：公司拟与长城网际、

株洲国投就在湖南省株洲市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打造智慧城市相关产品

和服务，推进智慧城市的产业化。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

其中长城网际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株洲国投出资人

民币 4,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持股比

例为 20%。用友网络、东华软件、华胜天成、旋极信息：筹建北京中关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中国银监会及北京银监局核准批复：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收到北京中关村银行筹备工作组转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筹

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及《北京银监局关于北京中关

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批复同意公司在北京市筹

建北京中关村银行，银行类别为民营银行。批复同意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认购北京中关村银行总股本 29.8%股份，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认购

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5%的股份，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认购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4.8%的股份，北京旋

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中关村银行总股本 2.05%的股份。保千里：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6年 12 月 22日，以自有资金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175 万股。焦点科技：公司拟参与发起设立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宁银行拟定注册资本为 40亿元，其

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3.98 亿元，认购江苏苏宁银行 9.9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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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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同期沪深 300下跌 1.15%，创业板下跌 1.68%，符合

我们的判断。受支付宝 AR红包以及北斗全面完成“百城百联”消息刺激，LBS板块表现抢眼，

四维、超图、中海达等涨幅靠前。经过前期调整，预计短期或将企稳反弹，重点关注消费金

融、无人驾驶车联网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牌照加速发放，消费金融将迎来爆发。12 月 15 日，银监会召开发布会宣布积极推动消费金

融公司设立常态化，上周，银监会两天连发中原和包银 2 张牌照,消费金融持牌公司已壮大

到 20 家，消费金融牌照审批发放速度明显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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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每周发布的消费金融周报） 

  

Autopilot 2.0 预计本周发布，建议关注无人驾驶车联网主题。22 日，Musk 通过 Twitter

发布打算在本周发布 Autopilot 2.0，它将具备一代产品大部分的功能（并非全部），同时

他还表示会为特斯拉 P100D Ludicrous 车型“发一个彩蛋”。考虑到新版程序是基于全新传

感器方案，另外需要大量路测数据来修正算法，这次发布计划没有逾期实属不易。如果自动

转向、自动紧急刹车等功能表现优异，将加速推动无人驾驶发展进程，让我们拭目以待。无

人驾驶车联网主题重点看好索菱股份、捷顺科技、千方科技、四维图新、东软集团、路畅科

技等。 

  

另外，能源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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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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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计算大安全领域，重点看好银信科技、齐心集团、绿盟科技、丰东股份、东方通、常山股份、

蓝盾股份等；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看好同花顺、思创医惠、东方网力、科大讯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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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周（12 月 19 日- 12 月 23 日），计算机行业板块跌幅为 0.99%，市盈率为 47.2X

（TTM）。同期沪深 300 下跌 1.15%，市盈率为 12.8X（TTM）。创业板指下跌 1.68%，

市盈率为 40.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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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05.SZ 四维图新 10.26  300002.SZ 神州泰岳 -9.46  

300177.SZ 中海达 10.08  300290.SZ 荣科科技 -8.00  

300036.SZ 超图软件 9.09  603528.SH 多伦科技 -7.00  

300451.SZ 创业软件 7.08  300033.SZ 同花顺 -6.25  

002383.SZ 合众思壮 5.53  300508.SZ 维宏股份 -6.02  

002331.SZ 皖通科技 5.00  300465.SZ 高伟达 -5.71  

600601.SH 方正科技 4.40  600718.SH 东软集团 -5.24  

300020.SZ 银江股份 4.02  300369.SZ 绿盟科技 -5.17  

002065.SZ 东华软件 3.31  300458.SZ 全志科技 -4.81  

002279.SZ 久其软件 3.23  600446.SH 金证股份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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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大数据推出第三代高性能计算平台 Angel 并宣布 2017 年全面开源 

腾讯大数据近日宣布推出面向机器学习的第三代高性能计算平台——Angel，并预计于

2017 年一季度开放其源代码，鼓励业界工程师、学者和技术人员大规模学习使用，激发机器

学习领域的更多创新应用与良好生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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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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 是腾讯大数据部门第三代的计算平台，使用 Java 和 Scala 语言开发，面向机器学

习的高性能分布式计算框架，由腾讯大数据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联合研发。它采用参

数服务器架构，解决了上一代框架的扩展性问题，支持数据并行及模型并行的计算模式，能

支持十亿级别维度的模型训练。 

 

第十一届中国 IDC产业年度大典在京举行 

12 月 20-22 日，第十一届中国 IDC 产业年度大典（IDCC2016）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

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发展与政策论坛、数据中心联盟指导，中国

IDC产业年度大典组委会主办，中国 IDC圈承办。 

 

京津冀启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中国经济网北京 12 月 22日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

指导，京津冀三地共同主办的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启动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发布了《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

记张伯旭介绍，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将突出创新驱动、突出服务民生、突出联动

协同、突出产业融合四大基本原则。计划通过 5 年的建设，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将取得

明显的成效，到 2020年底，以人为本、惠及民生的大数据服务新体系初步建立。大数据红利

充分释放，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根据《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京津冀大数据协同发展功能格局划分为，

北京为京津冀大数据核心示范区、天津为京津冀大数据综合示范区、张家口为京津冀大数据

新能源示范区、廊坊为京津冀物流金融遥感大数据示范区、承德为京津冀旅游大数据示范区、

秦皇岛为京津冀健康大数据示范区、石家庄为京津冀大数据应用示范区。 

 

我国科学家宣布建成生命与健康大数据平台 

新华社 12 月 23 日电，我国的生物组学数据产量约占全球的 40％，却没有国际认可的数

据库系统，不得不把自己宝贵的数据资源交给他人代管——这样的情况即将改变。中国科学

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近日宣布，已初步建成生命与健康数据汇交与共享平台，我国科学家的

数据能自己做主了。 

记者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得悉，该所下属的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围绕国家精准医学和

重要战略生物资源的组学数据，建立了海量生物组学大数据储存、整合与挖掘分析研究体系。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中国首列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在香港举行开通仪式 

 12 月 19 日，采用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的香港南港岛线开通庆典仪式在香港南港岛线海

洋公园站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并发表讲话，香港地铁公司主席马时亨、

中车长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义等应邀出席。 

据悉,南港岛线东段将于 12月 28 日正式启用。这条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香港实现了 18 个

区的线路全覆盖,为南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自行研发制造的香港南港岛线地铁车辆是中国第一个正式运营的

GOA4(Grades of Automation 4)等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车辆,是中车长客股份公司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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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计制造领域的又一突破。南港岛线全线共 10 列车(30 辆),列车为 3 辆编组的不锈钢 A

型地铁车,运营最高时速为 80KM/H,列车可实现自动唤醒、自动运营、自动故障诊断及自动清

洗功能。全线共设金钟站、海洋公园站、黄竹坑站、利东站、海怡半岛站等 5个车站,线路全

长 7 公里,全程运行 11 分钟,车辆设计配合香港南区“沿海之乡”的特色,车身主色为银灰色,利

用深色及带镜面效果的饰面把车门及车窗连成一体化,加上车顶的红色,设计简洁、对比鲜明。

车厢最大特点是无驾驶室,增加列车两端开放式空间,让乘客享受特别的乘坐体验。 

 

微软发力无人驾驶，智能地图技术再获推进 

据外媒报道 微软近日宣布了一份合作计划，将为无人驾驶汽车及汽车司机提供一款智能

地图，帮助其进行导航。微软表示已经与阿姆斯特丹地图导航生产商 TomTom 签署合作协议，

未来将为无人驾驶汽车提供高清地图导航。同时，微软也和 HERE 达成了新的合作，宣布将共

同探索 HERE 地图数据与微软汽车互联业务的深度整合。 

 

中国拟设立无人驾驶汽车通信标准 

据路透社报道，北京时间 12 月 22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SAE）常务理事长付于武先生

表示，中国将于 2018 年奠定车到车（V2V）通信标准，并在之后设立全国通用的标准，将对

无人驾驶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据路透社报道，建立全国通用的标准将加快无人驾驶汽车在我国的推行速度，这一点与

美国相关法律标准形成了鲜明对比。据相关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在无人驾驶领域的相关法律

会阻碍该技术在美国的发展。 

 

加州排斥 Uber 无人驾驶举家迁往亚利桑那州 

腾讯科技讯 加州是美国科技行业的重镇，但是在自动驾驶汽车方面，最近加州政府却和

Uber公司发生了纠纷，Uber 在加州被禁止进行测试。不过，Uber 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欢迎该

公司前往研发自动驾驶汽车，周四该公司将全部汽车进行了搬家。 

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Verge 报道，之前，加州汽车管理局要求 Uber 针对所有在旧金

山进行测试的 16辆自动驾驶汽车申请专门牌照。这一要求遭到了 Uber的拒绝。 

（三）物联网 

通用电气在印建最大数字中心 发展工业物联网 

近日,美国工业巨头通用电气(GE)计划在班加罗尔建立一个数字中心,该中心将容纳 2500

名技术专业人员,占地面积达 20万平方英尺(约 28亩),将成为 GE有史以来建立的规模最大的

数字中心。据了解,该中心将为 GE 专家提供一个与客户合作打造工业软件的环境,为 GE 达成

其工业物联网(IIoT)战略添砖加瓦。 

近日,美国工业巨头通用电气(GE)计划在班加罗尔建立一个数字中心,该中心将容纳 2500

名技术专业人员,占地面积达 20万平方英尺(约 28亩),将成为 GE有史以来建立的规模最大的

数字中心。据了解,该中心将为 GE 专家提供一个与客户合作打造工业软件的环境,为 GE 达成

其工业物联网(IIoT)战略添砖加瓦。 

 

中国移动与沃达丰、爱立信、联想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布局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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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期间，中国移动与沃达丰、爱立信、

联想分别就物联网领域的合作签署意向书。 

根据意向书，中国移动将基于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分别与爱立信 DCP 平台与沃达丰平台

开展业务合作，实现统一的业务流程，大幅提升公司海外服务能力，为企业客户提供全球统

一的网络接入、门户体验及服务等级协议（SLA），推动海外市场拓展。中国移动与联想将基

于笔记本开展物联网流量合作，联想笔记本全线产品内置中国移动的 4GLTE 模块，为客户提

供更新、更快、更优质的 4G 上网服务。 

 

中国 LoRa 物联网产业运营联盟成立 

鹏博士和 Semtech 共同倡导发起的中国 LoRa 物联网产业运营联盟今日在京举行成立大

会，标志着鹏博士的物联网建设战略全面开启。中国 LoRa 物联网产业运营联盟正式揭牌成立，

意味着 LoRa 这一 LPWAN(低功耗广域网)技术在国内将进入到大规模商用部署阶段，也意味着

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LoRa 商用市场。鹏博士、Semtech、中科智城、中兴通讯、诺基

亚上海贝尔、云帝斯等十多家企业成为首批联盟成员。据介绍，相比其他技术，LoRa 成本低、

功耗低，技术成熟，尤其是其产业链最为完善，商用案例也更加丰富。但 LoRa在中国发展却

缓慢，虽然 LoRa模块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物联网产业链中的 M2M 行业，但由于缺乏基础网络支

撑，产业生态无法形成闭环。 

 

为打击物联网黑客：亚马逊和 Microchip 合作，开发 IOT 安全芯片 

Microchip Technology（美国微芯半导体）和亚马逊合作开发了一只辅助芯片

AWS-ECC508，能更好对付特定种类的黑客攻击。另外，这当然也为了鼓励开发者使用亚马逊

的物联网云端基础设施。芯片旨在提升物联网设备的安全性——至少，对于使用亚马逊云服

务的开发者是这样。云服务是物联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未来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物联网设备

每时每刻都会生成海量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需要依靠能进行大规模计算的基础设施。

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消息透露该芯片与其他物联网平台的兼容性。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法国央行公布首个区块链测试项目细节 

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近日称，已经完成 SEPA（单一欧元支付区）信用系统

（Credit Identifiers）的区块链技术虚拟应用测试，尝试完善 SEPA的债权人身份识别系统。 

根据中央银行的发布消息，公共部门组织 Caisse desDéptset Consignations 是这次测

试的主要参与者。总部位于巴黎的创业公司 Labo Blockchain 和一些未命名的法国银行也参

加了测试。 

区块链公司 Axoni 获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投资的千万美元融资 

据路透社消息，近日区块链初创公司 Axoni 获得千万美元战略融资，据称，此次融资金

额为 1500万美元~2000 万美元，投资方包括高盛集团、摩根大通以及英国毅联汇业集团(ICAP)

等。具体细节预计将在本周某个时候公布。 

公开资料显示，Axoni 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技术公司，该公司主要是协助银行等机构开

发区块链软件，并运作资本市场交易流程。同时公司的比特币系统技术创建了一个共享电子

分类帐，允许所有各方通过安全网络跟踪信息，而无需第三方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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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过去六个月的时间里，Axoni 已与一些金融行业最大的参与者在信用违约互换

(CDS)和外汇交易后处理等领域进行了一些高调的实验。 

 

支付宝首个区块链公益项目面世，未来拟推出开放的“信任链” 

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宣布，爱心捐赠平台目前已全面引入区块链技术，并向公益机构开

放，签约机构经审核后均可自助发布基于区块链的公益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 12 月 11

日上线首个区块链公益项目“和再障说分手”并实现实时账目公示。 

用于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的区块链技术由蚂蚁金服自主设计和研发，它吸收了蚂蚁金服

和阿里集团过去十多年在支付、电商、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积累，性能高、成本低，并达到

了金融级的稳定性。“蚂蚁的区块链技术在不断完善升级，已经具备了云上的部署能力。” 蚂

蚁金服资深架构师赵尊奎表示，“蚂蚁正在建设一个开放的‘信任链’。作为一个以信任为

核心的云服务，它可以提供可信数据库、可信资金交易、可信资产交易、可信链接服务，也

可以提供可信的公益服务。” 

 

巴黎银行完成‘现实区块链交易’，区块链迈向现实产品阶段 

金投外汇网 12月 22日讯 巴黎银行今日宣布，一家市值亿万美元的包装公司与一家价值

百万美元的全球收藏品销售商已经使用他们的区块链服务完成了首批‘现实存在的’交易。 

根据巴黎银行所说，意大利体育收藏品公司 Panini 集团和澳大利亚包装公司 Amcor 使用

了该银行提供的区块链支付服务对他们的交易进行了处理和清算。 

该银行补充说道，这次的支付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涉及使用了多种不同的货币来

推进来自德国，瑞士和英国的分行账户之间的交易。 

Panini 集团财务主管 Fabrizio Masinielli 在声明中表示：“这个概念验证显示出了这

种技术的庞大力量，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技术来有效地应对财务主管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 

这些交易在执行过程中使用了一种‘现金无边界’概念验证，该概念验证于今年早些时

候在一场区块链黑客马拉松期间推出。对于这次交易大小详细信息，巴黎银行并未透露。 

（五）其他 

银监会两天连发 2 张牌照，消费金融持牌大军已壮大到 20 家 

总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原银行收到银监会的批复，中原消费金融公司正式获批，计划 12

月 26日开业。内蒙古包头市包商银行控股发起的包银消费金融公司也获得内蒙古银监局批复，

同意其开业。 

自从 12 月 15 日银监会召开发布会宣布积极推动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常态化后，一周内批

复了两家公司，似乎消费金融牌照审批速度加快了。至此，已有 20家消费金融公司获得银监

会发放的牌照。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发展人工智能 

据中国政府网 12 月 19 日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简称《规划》），对“十三五”期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

等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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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出，发展人工智能。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促进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重点

领域推广应用，打造国际领先的技术体系。 

《规划》提出，推动类脑研究等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加快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听

觉、生物特征识别、新型人机交互、智能决策控制等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支持人工智能

领域的基础软硬件开发。加快视频、地图及行业应用数据等人工智能海量训练资源库和基础

资源服务公共平台建设，建设支撑大规模深度学习的新型计算集群。鼓励领先企业或机构提

供人工智能研发工具以及检验评测、创业咨询、人才培养等创业创新服务。 

《规划》还提出，在制造、教育、环境保护、交通、商业、健康医疗、网络安全、社会

治理等重要领域开展试点示范，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发展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智

能硬件和智能化系统，重点推进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慧农业、智能安防、智慧健康、智

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研发和产业化发展。鼓励各行业加强与人工智能融合，逐步实

现智能化升级。利用人工智能创新城市管理，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推动专业服务机器人和家

用服务机器人应用，培育新型高端服务产业。 

 

中国移动首次发布智能化产品与服务白皮书，发力人工智能 

2016 年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移动联合主

办的“人工智能在客户服务中的应用”主题论坛上，中国移动首次发布《智能化产品与服务

白皮书》，推出了智能应答、智能短信、实名认证、人证比对一体机、刷脸智能控制器、云

客服、电子发票等七项智能化产品与服务能力。 

 

国家标准委发布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等 292项国家标准 

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等 292 项国家标准。新

发布的标准涉及新型城镇化、高端制造、交通管理、工业安全、农业服务、文物管理等方方

面面。 

《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是在中央网信办、发改委等部门指导下，根据国家城市发展

战略需求制定的。这套评价指标体系突出“以人为本、惠民便民”的宗旨，注重城市居民的

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共提出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

居、智能设施、信息资源、网络安全、改革创新以及市民体验等 8 个一级评价指标，是开展

智慧城市评价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引导我国各地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将为我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和指导。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分众传媒：子公司获得财政扶持款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分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近日获得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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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财政局下发的财政扶持款，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 

欧浦智网：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公司债券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亿

元（含 5 亿元）、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

和补充动资金。 

东方网力：使用自有资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3亿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重庆网力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重庆网

力目前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网力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3.02 亿元

人民币。 

中昌大数据：投资上海微问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与北京创新工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以增资的方式投资 SCRM（社交化客户关系

管理）细分行业的企业上海微问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拟以人民币 20,400,000 元认购微

问家新增人民币 277,560 元的注册资本，占增资后微问家全部股权的 12%。 

欧浦智网：拟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欧浦钢铁物流有限公司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合理规避

公司钢铁贸易自营业务中的钢材价格波动风险，锁定经营成本，实现平稳经营，增强企业抗

风险能力，拟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上海欧浦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目前在境内

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螺纹钢、热卷、铁矿石、焦炭、焦煤期货合约。本次套期保值业务期

间占用期货保证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但不包括交割当期头寸而

支付的全额保证金在内）。 

奥马电器：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1,603,652 股新股。 

新北洋：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山东省国资委批复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0日收到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省国资委关于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批复》，山东省国资委原则同

意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意见。 

此次发行完成后，新北洋总股本不超过 672,676,251 股，其中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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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有 92,738,540 股，持股比例不低于 13.79%，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1,481,473 股，持股比例不低于 6.17%。 

浪潮信息：发布 2016 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6年度盈利 26,952.08 万元－33,690.1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5%-40%。公司

预计基本每股收益约 0.27元至 0.34 元 

近年来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委内瑞拉国内外汇额度极其紧张，通货膨胀严重，

委内瑞拉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VIT）无法进行正常换汇从而拖欠对公司的货款。公司已

于 2016 年初全面暂停了对 VIT 的出口业务。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对 VIT的应收账款

余额为 27,814.26万元，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将对 VIT应收账款归入“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类别，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该等坏账计提将使得公司 2016年全

年形成坏账损失 26,317.72 万元，从而导致公司 2016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大华股份：取得发明专利证书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两项发明专利证书：视频图像清晰度及移动幅度检测

方法（证书号：第 2313558号）；一种视频图像对比度调整方法及装置（证书号：第 2314068）

号。有效期二十年。 

天喻信息：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19日收到 2015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贴息 227,959 元。 

长城电脑：拟与长城网际、株洲国投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公司拟与长城网际、株洲国投就在湖南省株洲市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打造智慧城市相关产品

和服务，推进智慧城市的产业化。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其中长城网际出资人

民币 4,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株洲国投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公司

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20%。 

中科金财：收购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公司与大连中鼎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支付”）经协商，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600

万元受让中鼎支付持有的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所”）10%的股权。 

经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北金所”）公开挂牌，按照北金所产权交易规则，公司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200 万元受让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中

心”）持有的大金所 20%的股权。 

公司受让中鼎支付和浙金中心持有的大金所股权后，公司合计持有大金所 5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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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金财：对外投资成立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与天津正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佰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合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润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嘉治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天津滨海征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8000

万元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8%。 

北信源：全资子公司取得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证书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神州信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了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

统集成资质》证书，资质等级：甲级。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是国家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的最高级别，标志着公司已具备从

事涉密信息业务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包括人员构成、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服务保障能力等

要素，此项资质的获得是对公司承接涉密项目能力的充分肯定，获得该项证书的企业可在全

国范围内从事对应业务种类的秘密级、机密级和绝密级信息系统集成业务。 

思维列控：发布 2016 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5%—45%。 

报告期内，受新造机车、动车组招标放缓影响，公司来自新造车的 LKJ 系统订单及机务安防

系统订单大幅下降，同时来自既有机车、动车组的 LKJ系统订单下降；公司加大自主产品研

发投入，同期研发费用等管理费用大幅增长。上述原因导致 2016 年度公司净利润下降幅度较

大。 

思维列控：发布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6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为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0%-20%,本次利

润分配不送股、不转增股本。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仍在锁定期内，未来 6个月内没有减持公

司股票的计划。 

用友网络、东华软件、华胜天成、旋极信息：筹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中国银监

会及北京银监局核准批复 

2016年 12月 21 日，公司收到北京中关村银行筹备工作组转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筹建北京

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16]424 号）及《北京银监局关于北京中关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京银监复[2016]716 号）。批复同意公司在北京市筹

建北京中关村银行，银行类别为民营银行。 

批复同意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北京中关村银行总股本 29.8%股份的发起人资格，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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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软件股份公司认购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5%的股份，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认购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4.8%的股份，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认购中关村银行总股本 2.05%的股份。 

焦点科技：对外投资获得筹建批复 

公司拟参与发起设立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宁银行”）。江苏苏宁

银行拟定注册资本为 40亿元，其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3.98亿元，认购江苏苏宁银行 9.95%

的股份。 

公司于近日接到江苏苏宁银行筹备组通知，已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筹建江苏苏宁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16]419 号）。批复同意在江苏省南京市筹建江苏苏宁银行，银

行类别为民营银行；同意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认

购江苏苏宁银行总股本 30%、23.60%股份的发起人资格。 

新开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维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尚卫国、

付秋生、傅常顺、葛晓阁、赵利宾、杜建平、华梦阳、郎金文、刘恩臣的通知，上述股东拟

将于自本公告后两个交易日起未来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梅安森：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1日收到公司“南华期货华富紫金 22 号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参与人—

董事长马焰、副董事长叶立胜、历任董事包发圣（已离职超过 6 个月）、监事谢兴智《关于

减持通过定向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的通知函》，上述增持参与人于 2016 年 12月 21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通过定向资管计划间接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

2,084,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4% 

浩云科技：拟向银行申请 5000 万授信额度 

公司为满足公司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申请额度为人民

币 5,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千方科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096 号）。批复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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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个月内完成。 

安洁科技：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各控股子公司拟向部分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9亿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太湖度假区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5亿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拟向中国银行苏州太湖度假区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5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拟向中信银行苏州吴中支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拟向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拟向中国银行苏州吴中支行申请总额

度不超过 1.5亿元人民币，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银行授信内容包括：人民

币贷款、信用证、保函、进口押汇等信用品种，授信期限为一年。 

新开普：全资子公司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经上海市长宁区国家税务局核准同意，上海树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树维”）

所属期为 2014年 12月、2015年 1月至 2015年 6月、2016年 1月、2016年 10 月的软件产品

收入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上海树维于 2016年 12月 21 日收

到上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 1,298,674.22 元。 

运达科技：控股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债券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成都运达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集团”）的通知，

运达集团拟以其所持运达科技部分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

可交换债券”）。 

运达集团目前持有运达科技股份 115,068,4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37%。本次可交换债券

拟存续期限不超过 3年（含 3 年），在满足换股条件下，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所

持有的本次可交换债券交换为运达科技股票。 

 

保千里：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6 年 12 月 22日，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

份共计 175万股。 

南天信息：中标广西金融广场数据中心主机系统设备及集成服务采购项目 

公司收到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中标广西金融广场数据中心主机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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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集成服务采购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12,864,800.00 元。 

佳都科技：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上交所批准 

于 2016 年 12月 23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堆龙佳都”）通

知，堆龙佳都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6]2410 号】，堆龙佳都以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A 股股票为标的，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亿元的可交

换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启明星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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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王晓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20号）。 

批复核准公司向王晓辉发行 9,393,879 股股份、向李大鹏发行 5,605,057 股股份、向蒋涛发

行 2,884,987 股股份、向文芳发行 1,392,161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84,872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创业软件：董事兼总经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吕峥先生拟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函告。 

张吕峥先生拟用自有资金，自 2016 年 12月 26 日至 2017 年 6 月 25日期间（如期间遇法律

法规规定的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期间的将顺延），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增持本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 4 亿元人民币。 

久其软件：修正 2016 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27日在《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了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计，预计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 18.54% ~ 48.17%，变动区

间为 16,000 万元~20,000 万元。 

由于公司电子政务业务于四季度实施进展好于预期，预计将进一步扩大公司 2016年度盈利规

模，公司修正 2016年度业绩预告为盈利 19,000 万元 ~ 23,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76% 

~ 70.40%。 

同有科技：拟设立投资公司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同有飞骥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投资公司”），设立后，投资公司将作为公司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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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的主要平台。 

捷成股份及孙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孙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及旗下孙子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申请 23,000 万元人民币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期限壹年，信用方式。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申请 30,000 万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期限伍年。 

奥马电器: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 

公司拟与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粤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朗姿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富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山东万通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兴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西部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人寿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公司出资 11,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11.00%。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12/26)周一 (12/27)周二 (12/28)周三 (12/29)周四 (12/30)周五 

威创股份(00230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GQY视讯(30007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三泰控股(002312): 从重要

指数成分中剔除 

思维列控(603508):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中国软件(600536):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迪威视讯(3001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GQY视讯(30007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中国软件(600536):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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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GQY视讯(30007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召开 

高升控股(000971):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迪威视讯(3001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星网锐捷(002396): 从重要

指数成分中剔除 

卫宁健康(300253):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分众传媒(002027):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召开 

新北洋(00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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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子行(300311): 复牌 威创股份(002308): 股东

大会召开 

GQY视讯(30007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创意信息(30036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召开 

卫宁健康(30025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太极股份(002368): 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创意信息(30036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GQY视讯(300076): 股东大

会召开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ST 易桥(00060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汉得信息(30017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威创股份(002308):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欧比特(300053):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东方电子(00068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大智慧(601519): 股东大会

召开 

汉得信息(300170): 股东大

会召开 

威创股份(002308):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大智慧(601519):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汉得信息(30017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软控股份(002073): 从重要

指数成分中剔除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召开 

 中国软件(60053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汉得信息(300170):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中国软件(600536): 股东大

会召开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召开 

远光软件(002063): 从重要

指数成分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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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浙大网新(600797):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大智慧(601519):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中国软件(60053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旋极信息(300324): 股东大

会召开 

东软集团(60071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远望谷(002161): 股东大会

召开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东软集团(60071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飞天诚信(30038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大智慧(601519):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榕基软件(002474): 股东大

会召开 

飞天诚信(30038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中国软件(60053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绿盟科技(3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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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9 华夏乐游 游戏 北京 新三板 

2016.12.19 海峰科技 金融 北京 A轮 

2016.12.19 一脉阳光 医疗健康 广东 A轮 

2016.12.19 好工品 电子商务 浙江 Pre-A轮 

2016.12.19 腾保保险 金融 浙江 A轮 

2016.12.19 小保科技 金融 北京 A轮 

2016.12.19 小虎金融 金融 上海 B轮 

2016.12.19 有木头网 电子商务 广东 Pre-A轮 

2016.12.19 速维软件 医疗健康 广东 天使轮 

2016.12.19 Gingkoo金丘股份 金融 上海 IPO 上市后 

2016.12.19 META视健康 硬件 江苏 天使轮 

2016.12.19 果树财富 金融 广东 B轮 

2016.12.19 一几几 房产服务 广东 天使轮 

2016.12.19 易点天下 Yeahmobi 广告营销 陕西 IPO 上市后 

2016.12.19 场景实验室 文化娱乐 北京 A轮 

2016.12.19 行者 旅游 上海 A+轮 

2016.12.19 轻轻家教 教育 上海 C轮 

2016.12.19 柠檬微众筹 金融 上海 天使轮 

2016.12.20 秀山智能 汽车交通 湖北 新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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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0 高思教育 教育 北京 新三板 

2016.12.20 行言柏尚 广告营销 北京 新三板 

2016.12.20 小贝科技 医疗健康 北京 A轮 

2016.12.20 赢贝金融 金融 上海 A轮 

2016.12.20 容艺教育 教育 北京 B轮 

2016.12.20 乐刻运动 体育运动 浙江 B轮 

2016.12.20 发网 FineEx 物流 上海 B+轮 

2016.12.20 开云汽车 PICKMAN 汽车交通 北京 Pre-A轮 

2016.12.20 伟景智能 硬件 北京 天使轮 

2016.12.20 顺天道传媒 文化娱乐 北京 战略投资 

2016.12.20 我赢职场 教育 北京 B轮 

2016.12.20 法大大 企业服务 广东 B轮 

2016.12.20 e签宝(天谷科技) 企业服务 浙江 A轮 

2016.12.20 广通客车 汽车交通 广东 未透露 

2016.12.20 一芯智能 硬件 上海 6.66 亿人民币 

2016.12.21 宏鼎股份 汽车交通 浙江 新三板 

2016.12.21 中体飞行（极限追踪） 体育运动 北京 Pre-A轮 

2016.12.21 微众传媒 广告营销 北京 Pre-B轮 

2016.12.21 LinkedSee灵犀 企业服务 北京 A轮 

2016.12.21 黄金管家 金融 北京 A轮 

2016.12.21 爱回收网 电子商务 上海 D轮 

2016.12.21 大山外语 教育 河南 新三板 

2016.12.21 拓普基因 医疗健康 广东 A轮 

2016.12.21 微橙广告 广告营销 广东 新三板 

2016.12.21 KernelSec科诺斯科-翼

火蛇安全 

企业服务 上海 A轮 

2016.12.21 正清和装饰 房产服务 山东 战略投资 

2016.12.21 云集智造 企业服务 北京 A轮 

2016.12.21 随遇直播 社交网络 广东 天使轮 

2016.12.22 唐小僧理财 金融 上海 战略投资 

2016.12.22 兰渡文化 文化娱乐 上海 C轮 

2016.12.22 iGola骑鹅旅行 旅游 广东 A+轮 

2016.12.22 分美科技 硬件 浙江 A轮 

2016.12.22 青青部落 教育 北京 Pre-A轮 

2016.12.22 买哪儿 房产服务 江苏 Pre-A轮 

2016.12.22 帝立奥巴 体育运动 北京 A轮 

2016.12.22 传智播客 教育 北京 新三板 

2016.12.22 创客贴 文化娱乐 北京 Pre-A轮 

2016.12.22 泥泞跑 MudRun(史克浪体

育) 

体育运动 北京 A+轮 

2016.12.22 闲豆回收网 本地生活 北京 A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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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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9 COTA 工具软件 欧洲 B轮 

2016.12.19 COTA 工具软件 欧洲 B轮 

2016.12.19 Springbot 企业服务 北美洲 B轮 

2016.12.19 Careem 汽车交通 亚洲 A轮 

2016.12.19 Kreditech 金融 欧洲 D轮 

2016.12.19 ReplyYes 工具软件 北美洲 A轮 

2016.12.19 Wantable 电子商务 北美洲 C轮 

2016.12.19 Managed by Q 企业服务 北美洲 C轮 

2016.12.19 Tripshelf 旅游 亚洲 Pre-A轮 

2016.12.19 Stonestep 金融 亚洲 A轮 

2016.12.19 Ocugen 医疗健康 北美洲 A轮 

2016.12.19 Grab Green 本地生活 北美洲 A轮 

2016.12.19 Memebox Corporation 电子商务 亚洲 C轮 

2016.12.19 TradingBells 金融 亚洲 种子轮 

2016.12.19 Pi Datacenters 企业服务 北美洲 A轮 

2016.12.19 Babil Games 游戏 亚洲 1700 万美元 

2016.12.19 Scoop 汽车交通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0 Dragonera 企业服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0 Amino Apps 工具软件 北美洲 B轮 

2016.12.20 OneWeb 硬件 欧洲 B轮 

2016.12.20 Lumus 硬件 亚洲 C轮 

2016.12.20 Lumus 硬件 亚洲 C轮 

2016.12.20 HyperScience 企业服务 北美洲 A轮 

2016.12.20 STARRY 企业服务 北美洲 B轮 

2016.12.20 MasteryConnect 教育 北美洲 C轮 

2016.12.20 Katsana 汽车交通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0 iPrice 电子商务 亚洲 A轮 

2016.12.20 Price f(x) 企业服务 欧洲 A轮 

2016.12.20 EventsHigh 企业服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0 NoBroker 房产服务 亚洲 B轮 

2016.12.20 Allinea 企业服务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0 Living Proof 本地生活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0 Deepfield 企业服务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0 Rightware Oy 工具软件 欧洲 6400 万欧元 

2016.12.20 PLUMGrid 企业服务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0 Thomsons Online 

Benefits 

企业服务 北美洲 未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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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0 Kabam 游戏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0 Leisure Pass 旅游 欧洲 未透露 

2016.12.20 东芝医疗 医疗健康 亚洲 395 亿人民币 

2016.12.20 CMC Biologics 医疗健康 欧洲 未透露 

2016.12.21 eSUB 企业服务 北美洲 A轮 

2016.12.21 ViviCarat 电子商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1 Superflex 硬件 北美洲 A轮 

2016.12.21 Byju's 教育 亚洲 战略投资 

2016.12.21 Never Eat Alone 社交网络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1 Socure 企业服务 北美洲 B轮 

2016.12.21 博纳影业 文化娱乐 亚洲 A轮 

2016.12.21 Paystack 金融 非洲 种子轮 

2016.12.21 HelloFresh 本地生活 欧洲 F轮-上市前 

2016.12.21 FlatFrog 硬件 欧洲 A轮 

2016.12.21 Tiyo 医疗健康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1 Flite 广告营销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1 Plix 企业服务 亚洲 未透露 

2016.12.22 MCaffeine 电子商务 亚洲 天使轮 

2016.12.22 IguanaFix 房产服务 南美洲 B轮 

2016.12.22 ZoomCar India 汽车交通 亚洲 C轮 

2016.12.22 Zedubra 教育 欧洲 天使轮 

2016.12.22 BlueBook 广告营销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2 Neurable 硬件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2 Supr Daily 本地生活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2 InvenSense 硬件 北美洲 13.3 亿美元 

2016.12.22 Sanook 文化娱乐 亚洲 未透露 

2016.12.23 PlainVanilla 游戏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3 Zipari 金融 北美洲 A轮 

2016.12.23 Artfinder 电子商务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3 Dynamic Yield 企业服务 北美洲 C轮 

2016.12.23 Xplenty 企业服务 亚洲 B轮 

2016.12.23 Emerge 金融 北美洲 天使轮 

2016.12.23 BigHaat 电子商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3 Optoro 企业服务 北美洲 D轮 

2016.12.23 Innoplexus 企业服务 欧洲 Pre-A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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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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