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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层批“不当收购”，成长股渐入佳境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下跌 2.73%，同期沪深 300上涨 0.22%，创业板下跌 1.11%，

板块跑输大盘，符合我们的判断。 

 

周末，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京表示，利用来路不当的资金从事杠杆收购，

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

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

线，是人性不道德的体现，根本不是金融创新。我们认为，刘主席斥强

盗式收购有利于打击市场炒作“举牌概念股”的投机风气，维护市场正

常秩序。举牌资金挤出后有望流入真正的成长股中来，另外经过持续的

震荡调整消化，部分优质成长股的投资价值也已经开始显现。 

 

当前时点，我们认为计算机行业的投资机会渐行渐近，重点看好消费金

融、能源互联网、无人驾驶车联网、云计算大安全、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 ppp 等领域真正的绩优成长股。 

（1）互联网金融经过整顿后逐步从野蛮生长状态进入规范化，消费金融

是发展势头最好的子领域之一，个股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

四五等； 

（2）电改进程加速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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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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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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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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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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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攻破车联网核心控制系统 T-BOX，推动车联网安全升级。 

 云计算价格战愈演愈烈，AWS 存储价下降 16-25%。 

 我国成功研制出 EB 级云存储系统，可满足大数据量存储落地需

求。 

 全球首款亿级并发云服务器量产。 

 无人驾驶测试在加拿大获首肯，明年或公共道路测试。 

 复旦、交大牵头成立全国首个大数据试验场联盟。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丰东股份：公司股东东方工程株式会社减持 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0.40%。北信源：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100,000,000 元对全资子公司神州

信源进行增资，同时拟使用募集资金 502,059,298 元向其提供借款。运

盛医疗：蓝润资产 11月份增持 1,778,143 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55,286,543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21%。信雅达：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达华智能：2016年 12 月 5 日将有 24,406,995 股限售股份解禁，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23%。英飞拓：控股股东 JHL INFINITE LLC 及实

际控制人刘肇怀先生计划未来六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总股本比例

5.50%。合众思壮：公司拟参股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规

模 1000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40%。久远银海：

公司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将在

军民融合增值服务、国防科技工业大数据平台项目、国防科技工业行业

信息化等方面展开合作。易华录：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自 2016年 11月 30日起停牌。佳都科技：公司与高新兴预中标清

远市社会治安、智能交通和市政管理视频监控系统工程 PPP项目。达实

智能：公司与信利半导体正式签署了《高端车载及智能终端显示屏工厂

能源站及水蓄冷系统节能工程及维保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120,940,000 元。北信源：公司与天津麒麟签订产品战略合作协议，将针

对“北信源内网安全管理及补丁分发准入控制系统”、“信源豆豆即时

通讯软件”与“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预装及联合市场推广等领域进

行深度合作。大华股份：公司拟与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等共同出资 80,000 万元设立零跑汽车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17,4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1.86%。高新兴：公司与中兴通讯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物联网、视频技术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展开合作。二三四五：

公司全资子公司网络科技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42,500万元参与发起设立

小贷公司，出资比例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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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计算机板块下跌 2.73%，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22%，创业板下跌 1.11%，板块跑输大盘，

符合我们的判断。 

 

周末，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京表示，利用来路不当的资金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

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

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是人性不道德的体现，根本不是金融创新。我们认为，刘

主席斥强盗式收购有利于打击市场炒作“举牌概念股”的投机风气，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举

牌资金挤出后有望流入真正的成长股中来，另外经过持续的震荡调整消化，部分优质成长股

的投资价值也已经开始显现。 

 

当前时点，我们认为计算机行业的投资机会渐行渐近，重点看好消费金融、能源互联网、无

人驾驶车联网、云计算大安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ppp 等领域真正的绩优成长股。 

（1）互联网金融经过整顿后逐步从野蛮生长状态进入规范化，消费金融是发展势头最好的

子领域之一，个股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等； 

（2）电改进程加速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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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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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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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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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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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8日-12月 2日），计算机行业板块下跌为 2.73%，市盈率为 53.26X（TTM）。

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22%，市盈率为 13.66X（TTM）。创业板指下跌 1.11%，市盈率为

45.8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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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33.SZ 同花顺 8.36  300419.SZ 浩丰科技 -11.20  

002063.SZ 远光软件 5.18  300209.SZ 天泽信息 -10.86  

002065.SZ 东华软件 3.39  002642.SZ 荣之联 -9.91  

603636.SH 南威软件 3.19  002512.SZ 达华智能 -9.08  

300168.SZ 万达信息 2.73  002771.SZ 真视通 -8.94  

300182.SZ 捷成股份 1.46  300458.SZ 全志科技 -8.64  

002152.SZ 广电运通 1.34  300042.SZ 朗科科技 -8.60  

002405.SZ 四维图新 1.21  300275.SZ 梅安森 -8.57  

300465.SZ 高伟达 0.94  002609.SZ 捷顺科技 -7.98  

603025.SH 大豪科技 0.71  300494.SZ 盛天网络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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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全国云计算大数据职业教育集团在济南成立 

齐鲁网 11月 28 日讯 （记者田进 张洪波） 教育部主办的 2016 年云计算双创人才培养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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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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 

 

会上，150多家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成立全国云计算大数据职教集团，通过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云计算大数据“双创”人才培养。 

 

云计算价格战愈演愈烈，AWS 存储价下降 16-25%。 

C114中国通信网：亚马逊网络服务（AWS）近日宣布将其存储解决方案，即简单存储服务（S3）

和 Glacier 产品价格下降 16%-25%。这一降价方案自 12月 1日起生效，这一举动符合亚马逊

不断重新思考和降低价格，让消费者获利的理念。 

 

S3于 2006年推出，作为即付即用产品，定价为每 GB每月 15美分。S3被用户广泛采用，不

仅应用于网站托管，VPC集成等功能，而且还能享受到价格带来的优势，因为其成本降低了

80%。在本次降价活动中，S3 的价格将下调 16%-25%，约为 2美分到 2.5美分/GB存储数据。

这次亚马逊 AWS 的降价可能被视为应对竞争的一种手段。此外，今年早些时候，亚马逊 AWS

还调整了其 Cloud Watch(云监控)服务的价格，根据用户使用量降价幅度从 40~96%不等。 

 

我国成功研制出 EB 级云存储系统 可满足大数据量存储落地需求 

新华社天津 11月 30日电（记者 周润健）国家 863计划云计算关键技术与系统（二期）项目

课题验收会 11月 29日在天津召开，由我国高性能计算领军企业中科曙光承担的“EB 级云存

储系统研制”课题通过技术验收。据了解，在“EB 级云存储系统研制”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中科曙光 2014 年建立了国内首家 EB级云存储实验室。 

 

“三年来，除了进行技术突破性的研究之外，存储实验室还将各行业云的实际存储需求在实

验环境中进行模拟和印证，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云计算示范应用。”中科曙光副总裁沙超

群说。课题验收专家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海兵表示，EB 级云存储系统作为下一代云

计算关键技术和系统重大项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计算系统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云计

算系统的运行效率、可靠性、可用性和安全性等各项性能指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的成

功研制，不仅意味着中国在云计算基础装备上取得核心技术突破，对保障中国云计算基础环

境的安全可控具有重要意义。 

 

2016 百度 ABC Summit 发布天智平台 改变云计算行业格局 

TechWeb 报道 11月 30 日消息，2016 百度云智峰会（ABC Summit）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

召开，本次峰会以“智能，计算无限可能”为主题，聚焦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三大产

业。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代表着云智数的 ABC时代已经到来，百度三位一体的云服务结构

将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引擎。百度云还在峰会上发布全新人工智能

平台级解决方案“天智”，并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布国内首个覆盖陆海空车的智能交通生态联

盟。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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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大会致辞环节分享了对于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领域未来发展的深

刻思考。张亚勤说，百度云拥有百度大脑的支持，是百度云最独特、最重要的优势。百度大

脑是百度云的核心引擎，而百度云是百度大脑的云化，为前者提供了神经元和数据训练源。

通过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技术，百度在语音、图像、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取得世界领先成果。 

 

IDC 最新研报：阿里云成为全球云计算市场增速领导者 

11月 29日消息，权威研究机构 IDC 在最新出炉的 2016 上半年全球公共云行业分析中显示，

来自中国的云服务商阿里云成为行业明星，全球 IaaS市场份额增长明显，成为市场增速领导

者。2016 上半年全球 IaaS市场增长潜力领导者象限显示，阿里云以高速的增幅位居领导者，

亚马逊、微软和 IBM处在中位。今年 8月刚被收购的 RackSpace 处在落后于市场增长的区域。 

 

凭借三位数的增幅，阿里云和亚马逊在全球云计算市场的份额差距也在快速收窄。同时，IDC

在 2016 上半年的全球 IaaS市场增长潜力领导者象限中，将阿里云放在了领导者（Leading）

的位子。IDC 出炉的数据显示，2016 上半年，阿里云增速最快，IaaS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2%。同期，云计算 IaaS市场规模保持 53.6%增幅。阿里云的营收增速比市场整体增速高出

69%。在全球主要云服务商中，亚马逊增速 60%，与市场整体增速大致持平。微软和 IBM分别

比市场整体增速高出 34%和 11%。 

 

全球首款亿级并发云服务器量产 

中科曙光公司 29日宣布，全球首款亿级并发云服务器系统在天津正式量产，标志着云计算基

础硬件设施进入全新的时代，通用服务器系统并发能力从“千万”级步入“亿”级。云服务

器是中科曙光专门面向云计算应用研发的服务器，可以完美解决传统服务器与云应用不匹配

的问题。云服务器针对云计算的运算量低同时并发访问高等一系列特点，创造性设计出颠覆

传统、更适合大规模云应用的全新架构，并可有效应对亿级以上并发访问。 

 

据介绍，曙光云服务器系统与传统架构相比，节点性能功耗比提升 3倍以上，总拥有成本降

低 70%；与业内最好的传统架构服务器相比，空间占用减少 50%，系统复杂性降低 60%。而且，

该云服务器系统实现了三大核心技术突破：首先，为云而生的全新架构——全新云计算基础

装备，专为云计算需求设计的创新架构。其次，安全可控——国产自主设计的体系架构，确

保云基础设施安全可控。再次，亿级并发——超高性能功耗比，亿级并发访问，性能提升显

著。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聂华表示，作为中科曙光的新一代创新产品，云服务器系统不仅标志着

中国在云计算基础装备研发设计上取得了主动权，还有助于我国建立以国产技术为核心的云

服务器架构标准，为国内云计算环境安全可控打下良好基础，今后还将通过市场应用对云计

算基础实施的生态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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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世明加入百度云 助力云计算业务加速发展 

在 11 月 30 日召开的百度云智峰会上，百度总裁张亚勤向外界正式介绍，前 SAP 高级副

总裁尹世明加盟百度，任职百度副总裁，并担任百度云事业部总经理。尹世明将重点负

责百度云在企业软件和服务领域的管理工作。张亚勤表示尹世明的加入会让我们云业务

发展得更快，希望今后加大吸引高级人才的力度，壮大百度云的队伍。 

 

据悉，尹世明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并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在加入百度之前，他曾任苹果

大中华区企业部总经理和生态系统负责人、SAP 全球销售总裁助理、SAP 高级副总裁。在

此期间，尹世明见证并参与了大量中国企业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管理变革和业务创新

的历程，并为此做出过突出贡献。 

 

业内认为，从尹世明以往的工作经历来看，百度云正在紧密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智

能+深刻变革的契机，为更多企业提供转型所必需的信息技术服务，进而提升百度云的市

场规模与人才的号召力。技术与人才双管齐下，相信尹世明的加盟将会有力提升百度云

在企业云服务领域的影响力和战斗力，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智能+变革。 

 

贵州构建公共资源交易数据铁笼：利用大数据规范交易行为 

中国网财经 12 月 1 日讯 发改委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作有

关情况。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张洪表示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作任务

基本完成以后，我通过打造全省公共资源交易的数据“铁笼”，来规范参与交易主体的

交易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张洪表示，贵州省作为国家明确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省委省政府在强力推进大数据的

聚、通、用的同时，要求要打造贵州公共资源交易“数据铁笼”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工

作。贵州以此为契机，围绕数据监管、数据服务和数据理政三大主题，强力推进大数据

的分析运用工作，充分发挥大数据风向标、晴雨表、照妖镜的作用。 

 

余晓晖：私有云/公有云市场规模己接近 350/150 亿元 却仍存不规范问题 

飞象网讯 12月 2日消息，在今天的“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第二次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余晓晖表示：“ 今年是我国云计算市场快速增长的一年，私有云市场规

模已接近 350亿元，公有云市场规模也已经接近 150亿元，市场规模整体增速保持稳定。“但

是，他指出，我国云计算开源产业仍然存在着市场不够规范、客户和厂商之间观点认识不统

一的问题。在政府和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企业在国际开源社区和市场上的地位不断提

升。” 但是，我国云计算开源产业仍然存在着市场不够规范、客户和厂商之间观点认识不统

一的问题。 

 

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云计算开源技术的产业落地，今年，云计算开源产业

联盟组织了近 20个场次的活动；还发布了 OpenStack 解决方案的评估方法和《中国云计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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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业发展白皮书》，包括《OpenStack 产业发展白皮书》和《容器技术产业发展白皮书》，

用于解决企业 IT人员对私有云开源技术、解决方案不够了解，开源解决方案标准不统一，维

护复杂等痛点。 

 

宝之云（重庆）云计算中心正式上线运营 

近日，宝之云（重庆）云计算中心在信息服务事业本部的支撑和全体项目组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于 11 月 7 日全面落地并正式上线运营。 

 

宝之云（重庆）云计算中心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电信云计算基地。整体采用高端制冷技

术，配合高强度的防震、防火等配套保障体系，形成了重庆地区达到国际 T3+标准、供电可靠

性达到 99.99%的优质云计算数据中心。“宝之云”（重庆）平台集成了国内外顶级软硬件产

品，为用户提供全冗余架构、全万兆接入、全面纵深式安全防御体系的专业服务；支持用户

自带物理设备入云、VPC 环境和多种线路接入等场景的实现，更好的保护用户已有投资。宝

之云（重庆）云计算中心正式上线运营，为宝之云在重庆开展云计算业务及推进“宝之云”

全国性品牌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复旦、交大牵头成立全国首个大数据试验场联盟 

【新民晚报·新民网】今天（2日）上午，由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牵头，29 家高等

院校、研究所、企事业单位在上海联合成立了全国首个大数据试验场联盟。 

 

2013年 7 月，上海市发布了《上海推进大数据研究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

2016年 9 月，又发布《上海市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并于 10月获批成立国家大数据示范综

合试验区。如今，上海在大数据产业上再度发力，今天成立的这个大数据试验场联盟，将打

造大数据试验场产业生态圈，为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大数据驱动力。据介绍，“大数

据试验场联盟”将快速推进“上海大数据试验场”科创中心功能性平台建设，并尽快发展成

为一个全国性联盟，推动“国家大数据试验场”建设。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百度攻破车联网核心，推动车联网安全升级 

作为国内无人车的先驱者之一，百度一直将安全放在首位，而车联网的安全更是重中之重。

与以往的软件漏洞、网站漏洞、无线攻击等传统的互联网安全思路不同，百度自动驾驶事业

部旗下的云骁安全实验室通过更加全面的技术对车联网核心控制系统 T-BOX(Telematics BOX)

进行了安全分析并成功破解，实现了对车辆的本地控制及其它车辆远程操作控制。此举将进

一步提升车联网安全性，为其广泛应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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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T-BOX 系统是通过在汽车上集成的 GPS定位，RFID(射频技术)识别，传感器、摄像头

和图像处理等电子元件，按照通信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进行无线通信和信息交换的大系统

网络，也是实现智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基础网络。T-BOX网

络的安全系数决定了汽车行驶和整个智能交通网络的安全，是车联网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 

 

此次百度成功破解 T-BOX系统，标志着业界对车联网安全性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未来的车联网安全技术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前瞻价值。未来，百度还将与车企紧密

合作，共同完善车联网系统的安全防线，保障未来的智能辅助驾驶和无人驾驶安全平稳运行。 

 

卡斯达特虚拟钥匙系统荣获首届“中国车联网创新奖” 

2016年 11月 23 日，中国车联网大会在互联网之乡乌镇隆重召开，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大

会首次颁出我国车联网领域最具行业权威性的“中国车联网创新奖”。重庆云易扬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的主打品牌卡斯达特虚拟钥匙系统荣获“中国车联网创新奖”。 

 

全国车联网相关领域的企业代表齐聚本届车联网大会，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浙江移动、联

通智网、中国电信、北汽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的代表都在本次盛会现身。近期，卡斯达特先

后获得了清华汽车研究院、汽车电子协会等专业机构颁发的奖项。这次，“卡斯达特私有云

平台及虚拟钥匙系统”又荣获由人民邮电报社和中国车联网推进联盟联合颁发的“2016中国

车联网创新奖”。 

 

英特尔成立新部门：推动无人驾驶开发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11月 30 日早间消息，英特尔已成立专门的新部门“自动驾驶集团”

（ADG），推动无人驾驶解决方案的开发。 

 

英特尔还表示，将提供酷睿 i7 芯片用于 Delphi 和 Mobileye 的平台。这一平台将于 1月份在

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在测试汽车中正式亮相。未来，英特尔很可能将为这些平台

提供更强大的新处理器。自动驾驶只是英特尔自动驾驶集团的任务之一。该部门还将继续关

注驾驶辅助技术，这意味着英特尔仍将与多家汽车厂商合作，包括宝马、戴姆勒、现代、丰

田和特斯拉等。 

 

日产进军车联网汽车领域 利用大数据提醒车辆维修保养 

【赛迪网讯】12月 1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日产将首次进军智能网联汽车服务，利用大

数据为部分新车型的车主提供维修保养提醒功能。 

 

随着汽车制造商争相开发自动驾驶汽车，改善消费者的驾乘体验，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日

产汽车透露，将于 2017年起向日本和印度的车主提供智能网联汽车服务，并到 2020 年将该

服务扩大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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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测试在加拿大获首肯 明年或公共道路测试 

盖世汽车讯 据外媒报道 加拿大安大略省星期一首次获准无人驾驶汽车试运行，同时，这也

意味着安大略无人驾驶汽车在 2017 年的第一季度就可以正式在公共道路测试运行了。 

 

由滑铁卢大学，黑莓公司和 Erwin Hymer 集团共同打造的无人驾驶汽车近日都被允许可以在

安大略的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了。安大略在 2015年 10月发布了无人驾驶汽车研究计划，到

直到 2016年 7月份都没有得到允许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这花费了安大略首家无人驾

驶公司近一年的时间来申请此项测试。 

 

英特尔与德尔福/Mobileye合作 涉足无人驾驶汽车领域 

【环球网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 11月 29 日消息，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和以色列科

技公司 Mobileye 将联合芯片制造公司英特尔，将在共同研发的自动驾驶技术包中采用英特尔

芯片。德尔福将在 2017年 1 月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展示研发成果。 

 

英特尔还将加强由 Mobileye 研发的软件系统。三家公司将联合生产更智能的导航系统，使汽

车对周围的环境更灵敏。该系统称为 CSLP，最终将在 2019年运用到自动驾驶汽车中。该系统

能确保汽车确切地知道其位置，误差不超过 10 厘米。配备该系统的自动驾驶汽车能在复杂的

路况上导航，并且能探测到任何行人，甚至还具有人类在真实驾驶条件下的直觉反应。 

 

（三）物联网 

2017 世界移动大会将于明年 6 月在上海举行，会议探讨的话题包括 5G、物联网、安全、虚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等 

中国证券网 为期三天的 2017世界移动大会将于 2017年 6月 28至 30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举行。会议探讨的话题包括 5G、实现未联网人群的互联、数字商务、数字内容、颠覆性技

术、企业移动性、移动和媒体、物联网、移动身份和隐私、下一代网络、安全、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等。 

  

据 GSM 协会首席营销官 Michael O’Hara 介绍，本次大会的展览面积将从上届的 4个展馆扩

展至 7个展馆，以容纳更多的展商、活动和体验。与以往一样，2017世界移动大会将展示塑

造移动生态系统以及汽车、消费电子等相关行业未来的创新产品、服务和技术。已确认参加

的展商包括阿里巴巴、中国联通、思科、大唐电信、华为、乐视生态、My Kronoz、NEC、诺

基亚上海贝尔、高通、中兴通讯等。展览还设有国家及地区展区，包括以色列、韩国、中国

台湾地区以及泰国展区。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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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消费易物物联网产业创新联盟正式授牌 

11月 27日,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

新大会在杭州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两院院士、中国产学研促进会会长路甬祥，

浙江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黄卫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项昌乐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国产学研、政金介、商媒用一线的科学

家、企业家、金融家等各界 1000 余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发布了《杭州宣言》，表彰了 2016

年度产学研合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本次会议上，由黑龙江世一泉饮品有限公司、中水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的中国消

费易物物联网产业创新联盟正式授牌，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据悉，中国消费易物物联网通

过打造消费创业的全球服务平台，以国际性消费易物进行资源配置、互通有无，推动服务业

发展和消费升级，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 

 

京东与宿迁政府签订协议打造智慧工厂，建设物联网智能制造产业园 

2016年 11月 29 日，京东集团与宿迁市政府就合作建设“(宿迁)物联网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达成战略协议。此次合作，将依托京东智能领先的物联网技术，结合京东大数据、云平台

的技术布局，把(宿迁)物联网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成为“新一代物联网智能硬件的智慧工厂，

其集合了智能硬件研发、生产、数据、服务基地和面向物联网的数据服务中心(智能云中心)”，

双方会通过深度的战略合作推动宿迁产业转型升级。 

 

 全球逾 130万台物联网中毒设备对企业实施网络攻击 

据日本共同社 12月 1日报道，全球 130万台以上连接互联网的监控探头和摄像机等“物联网

(IoT)设备”感染了病毒。中毒设备被黑客操纵，用于向企业等发送大量数据等大规模网络攻

击。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系统安全专业副教授吉冈克成的研究室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调

查。据悉，物联网设备未考虑网络攻击而导致安全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不胜枚举。日本国内物

联网设备也有约 1000台中毒。吉冈指出，“厂商在出货前应认真检查安全是否过关”。 

 

北京君正 120 亿联姻豪威科技 强化物联网时代竞争优势 

OFweek 电子工程网讯 又一家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厂商被民族企业收购，这次是创业板上市公

司北京君正（以下简称“公司”）从中国财团处购买豪威科技。2016年 12 月 1日，北京君正

公告重组预案，将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和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北京豪威的主要经营实体为豪威科技，其在全球 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产业领域具有突出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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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竞争力，掌握图像传感器芯片的核心技术，主要竞争对手为索尼、三星等公司。 

 

根据北京君正的公开信息，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北京豪威 100％股权初步作价约 120．00亿

元。在上述作价基础上，北京豪威业绩补偿方对北京豪威 2017 年、2018年、2019年净利润

作出了相应承诺。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融资激化 R3 区块链联盟分歧，高盛等 7 家银行退出 

11月 25日，程序员惯用的代码分享网站 pastebin 泄露了一位来自 42家银行的内部人士公布

的 R3 融资意向名单。总共有 7家银行选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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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从 R3内部人士了解到，R3 邀请了 42 家联盟的创始银行成员参与融资，并随后与约

30 家外部银行接洽。这 42家银行要在 11月 18日前选择是否参与 1.5 亿美元的融资。上述知

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在原本融资的资金烧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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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引发了银行的不满。 

 

华侨银行成功试点数据区块链支付交易解决方案 

上海金融报讯，新加坡华侨银行携同旗下华侨银行(马来西亚)及华侨银行(新加坡)进行数据

区块链支付交易解决方案的试运行，取得了成功。该方案由华侨银行及新加坡本地银行支付

解决方案公司 BCS信息系统公司(BCSIS)联合设计。随着此次试点成功，在该款支付交易解决

方案整合完成后，基于 BCSIS 数据区块链平台，新加坡本地及海外银行间的跨境支付过程将

不再需要经由支付中介。 

 

民信获“中国互联网金融最佳风控奖”重量级奖项 

2016年 11月 26-28 日，由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中国金融家杂志社等联合主办的

2016中国金融创新与安全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出席

论坛。作为金融创新企业代表，民信公司受邀参会并获得“中国互联网（爱基,净值,资讯）

金融最佳风控奖”重要奖项，民信副总裁赵明强出席领奖，同现场嘉宾就论坛主题“创新、

监管、规范、安全”展开对话与交流。 

 

点融网成国内 P2P行业率先加入超级账本区块链项目公司 

中新网上海 12月 1 日电(刘晓)国内知名 P2P平台点融网 1日宣布，加入全球两大区块链联盟

之一的 Hyperledger(超级账本)区块链项目。点融网由此成为国内首家成功加入该项目的 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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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Hyperledger 已于北京时间昨晚发布相关公告。 

 

Hyperledger 是由 Linux 基金会于 2015 年末发起成立的，其愿景是联合全球的巨头公司，通

过所有成员的通力协作，共同制定并建立一个开放、跨行业、跨国界的区块链技术开源标准，

以及具有经济成本效益同时又安全的区块链商业应用。 

 

根据 Hyperledger 昨晚发布的公告，包括点融网(Sinolending LTD)在内，此次 Hyperledger

一共迎来 6位新成员。其中，点融网是惟一一家 P2P公司。也是目前 Hyperledger 的 22 家中

国成员中，惟一一家 P2P公司。 

 

西门子与新创事业合作进军区块链微电网电力交易市场 

【Technews 科技新报】区块链技术因比特币而声名大噪，但区块链不仅应用在金融领域，也

能应用在电业，德国机电大厂西门子（Siemens）以移动支持此一构想，2016 年 11 月，西

门子与纽约新创事业 LO3 Energy 合作，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微电网电力交易市场。 

 

西门子于 2016 年 10 月设立专门育成新创事业的部门 next47，命名来自于西门子成立年份 

1847 年。LO3 Energy 由 next47 与西门子数码电网（ Siemens Digital Grid）共同出资支

持，目前正在发展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提供用户对用户电力交易平台，称之为 

TransActive Grid。 

 

LO3 Energy 结合西门子提供的微电网解决方案以及区块链技术的交易平台系统，为纽约布鲁

克林区波伦山（Boerum Hill）、公园坡（ Park Slope）、郭瓦纳斯（Gowanus） 社区的微

电网计划提供服务，让网内用户在其屋顶太阳能发电超过需求时，可卖给社区的邻居，可以

彼此互通有无，并以区块链虚拟货币来结算。 

 

LO3 Energy 已于 2016 年 4 月测试成功用户对用户之间的售电交易，西门子认为 LO3 

Energy 结合区块链技术、屋顶太阳能、微电网解决方案的新概念大有可为，除了平时的彼此

交易以外，在非常时期，如因为天灾而与主要电网断线时，这套系统也能有助于社区最佳化

分配微电网的资源，而能在修复期间保持部分自给自足。 

 

（五）其他 

中国光谷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成立 产学研抱团发展 

人民网武汉 11月 28日电 （周雯）近日，2016中国·光谷国际人工智能产业论坛在武汉召开。

会上，中国光谷人工智能产业联盟举行了揭牌仪式，宣告正式成立。据悉，该联盟由人工智

能领域具有优势技术、产品及服务的企业、高等院校等单位共同发起，实现产学研合作，抱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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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取暖。 

 

据悉，为期两天的 2016中国·光谷国际人工智能产业论坛由飔拓承办，论坛设有金融、医疗、

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应用等 9 个专场，与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主题展开相关探讨，微软、英

伟达、平安科技、旷视科技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受邀出席。 

 

枝江与蚂蚁金服达成战略合作 携手打造新型智慧城市 

荆楚网消息（记者王建锋、刘静怡 通讯员姚红、陈永红、方琦）11月 29 日上午，枝江市与

蚂蚁金服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双方将在公共服务、智慧县域、信用枝江、普

惠金融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携手将枝江打造成新型智慧城市，共塑“信用枝江”新形象。 

 

未来，蚂蚁金服将协同阿里巴巴旗下阿里云等伙伴，和枝江市一起搭建“政务服务一张网”，

为枝江市安装一个城市数据大脑，枝江市民通过一部手机，就能购买各种商品，支付各种费

用，查询各种信息，解疑各种难题。特别是在普惠金融服务上，蚂蚁金服提供的便捷的“旺

农贷”、“旺商贷”、“创业贷”等服务，将给枝江“三农”发展和市民创业带来新的机遇

和巨大帮助。 

 

人工智能视觉公司旷视(Face++)发布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2016年，人工智能浪潮伴随着阿尔法狗的胜利席卷而来，几乎每一家企业都再谈论着 AI、机

器学习和数据计算，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新兴的人工智能企业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而随着玩家增多，除了人工智能概念，AI资本和市场也被带热。其中机器视觉一直是人工智

能最炙手可热的领域，日前，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旷视(Face++)宣布其人脸识别

云平台已经完成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的算法升级。 

 

旷视(Face++)是 2011年成立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也是我国最早开拓人工智能视觉商业应用

的 AI 企业。旷视科技在 2012 年以“Face++”为名推出了一个人脸识别云服务平台，能够免

费为开发者提供一整套世界领先的人脸检测，人脸识别，面部分析的视觉技术服务。与旷视

科技合作的企业用户和独立开发者通过旷视(Face++)提供的 API 接入和离线引擎就可以享

受现成的人脸检测、分析和识别等服务，并且可以低成本的在自己的产品中实现若干面部识

别功能。 

 

经过 4年的发展 Face++日均 API调用量已经高达 2000万次，累积吸引了近 6万名开发者用户，

旷视曾向媒体透露其中 30%为海外用户。而近日，旷视科技在其官方公众平台公布其 Face++

平台已经完成了全新的算法升级，并增添了文字识别、图像识别等多种人工智能视觉能力。 

 

亚马逊发布多项人工智能云服务：包括语言和图像智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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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12月 1 日早间消息，亚马逊在 AWS re:Invent 大会上宣布了很多新服

务，凸显出该公司对企业用户的重视。AWS CEO 安迪·杰西（Andy Jassy）专门强调了该公司

在人工智能、分析和混合云等领域的创新。 

 

亚马逊一直都在其零售业务中使用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来改进用户体验。该公司声称，他们

拥有数千名工程师通过人工智能来改进搜索和发现、交付和物流，以及产品推荐和库存管理。

亚马逊现在又将同样的技术引入云端，通过 API（应用编程接口）的形式帮助开发者创建智能

应用。 

 

这款名为亚马逊 AI 的新服务可以提供强大的人工智能处理能力，包括图像分析、文本-语音

转换、自然语言处理等。 

 

金融科技创新获肯定 金汇金融荣膺金橙奖 

齐鲁晚报 12 月 2日讯：12月 1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拥抱监管•永续发展”互联网金融

峰会暨金橙奖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行业领先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金汇金融凭借

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自我探索和创新发展，与蚂蚁金服、百度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品牌共同入围

金橙奖，并荣获“年度卓越金融科技平台”称号，在金融科技领域树立起行业标杆。 

 

据了解，金汇金融是由证联支付联合相关金融机构共同建设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业务领域涉

及区域性交易市场、金融机构、实体产业、行业综合解决方案。金汇金融一直致力于探索,基

于现代互联网思维和严密风控技术的金融科技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对普惠金融的强大赋能作

用，为投资者提供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 

 

在金融科技的助力下，金汇金融为金融资产通过区域性交易市场发行提供全套互联网方案，

解决区域性交易市场技术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标准不一、投资者有限等问题，有效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同时，金汇金融搭建云平台，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创设体系、账户服务体系、

资产交易平台三大服务，满足互联网理财产品销售需求。金汇金融还自主研发了财富管理业

务 SAAS 云平台——金智云，通过大数据整合、处理及应用切入财富管理业务的各个环节，

帮助机构减少管理成本。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丰东股份：公司股东东方工程株式会社减持 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40%。 

公司接到股东东方工程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东方”）减持股份的通知，日本东方于 2016

年 11 月 2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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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年 11月 21 日上

市，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490,741,853 股）。 

 

神州泰岳：公司计划与关联方——北京启天同信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2,000 万元对控股子

公司智能数据公司同比例增资。 

公司计划与关联方——北京启天同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启天同信”）共同出资 2,000 万

元对控股子公司——北京神州泰岳智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智能数据公司”）同比例增

资。增资完成后，智能数据公司注册资本为 9,000 万元，其中神州泰岳持股比例为 85%；启天

同信持股比例为 15%。。 

 

三五互联：由于部分合伙人放弃出资，互联网投资并购基金规模由人民币 6 亿元调整为 3 亿

元鉴于部分合伙人放弃出资，并购基金规模由人民币 6亿元调整为 3亿元，同时根据实际情

况各合伙人出资份额需要调整。普通合伙人由厦门鑫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杭州盈福投资有

限公司各出资人民币 100万，调整为由杭州盈福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100万。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三五互联以自有资金出资总额维持不变仍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他劣后级有限合伙人

出资金额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共出资人民币 4900万元，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出资人民币 2亿元。 

 

浪潮信息：公司配股事宜获得山东省国资委批复。 

2016年 11月 28 日，本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获得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批复（《关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配股有关问题的意见》 鲁国资收

益字〔2016〕75 号），原则同意公司配股方案，并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以及

关联股东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应配售股份。 

 

北信源：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100,000,000 元对全资子公司神州信源进行增资，同时拟使用募

集资金 502,059,298元向其提供借款。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对全资子公司江苏神州信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州信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神州信源注册资本由 100,000,000.00 元变

更为 200,000,000.00 元；同时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02,059,298.75 元向神州信源提供借

款，用于“北信源（南京）研发运营基地项目”的实施,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借款

为无息借款，借款期限为三年,自该笔借款拨付至神州信源账户之日起计；神州信源可经书面

通知公司后提前归还借款，经协商一致可通过书面确认的方式延展前述借款期限。 

 

运盛医疗：蓝润资产 11 月份增持 1778143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55,286,543 股,占公司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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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6.21%。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月份累计增持 1778143 股。此次增持前蓝润资产持有公司股份

53,50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5.69%。增持后，截至 11 月 28日收盘，蓝润资产累计持有公

司股份 55,286,543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21%，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2016年 11月 3日，蓝润资产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共计成交 500,000

股。 

（二）2016年 11月 4日，蓝润资产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共计成交 250,000

股。 

（三）2016年 11月 7日，蓝润资产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共计成交 228,100

股。 

（四）2016年 11月 28日，蓝润资产通过大宗交易买入公司股份 800,043 股，成交价格 17.20

元/股。 

 

合众思壮：终止筹划并购事项，公司股票 2016年 11月 30 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公司与标的方就本次重大事项进行了积极筹划与充分沟通，经各方论证，本次并购方案可能

涉及有关有权主管机关的审批手续所需审批的时间较长，且能否通过审批存在不确定性，因

此无法达到并购双方对本次交易完成时间的预期。鉴于本次重大事项的合作时机及有关条件

尚不成熟，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后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

大事项。公司股票 2016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信雅达：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时间进度晚于预期，公司向交易对方提出：由于本次交易的相关事

项核查导致重组进度晚于预期，重组相关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的部分条款需考虑做相应的延

长及调整；交易对方认为：鉴于重组进度晚于预期不是其主观因素所导致，故不同意调整有

关条款，若业绩承诺条款作调整，则对价条款也应相应调整。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上述事项协

商后未形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本次重组。11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达华智能：2016年 12 月 5日将有 24,406,995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2.2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2015年度发行股份收购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之部分

对价股份，解除限售总数为 24,406,995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2282%；本次解除限售上

市流通的股东人数为 2 名，全部为自然人股东；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12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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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丰科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2016年 11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月 30 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英飞拓：控股股东 JHL INFINITE LLC 及实际控制人刘肇怀先生计划未来六个月内减持本公司

股份合计总股本比例 5.50%。 

为了支持本公司发展，持有本公司股份 321,235,2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0.78%）的控

股股东 JHL INFINITE LLC 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269,829,7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5.86%）

的实际控制人刘肇怀先生计划自 2016年 12月 02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

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50%。减持原因：减持所获资金在缴纳税费

后主要用于支持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运营发展所需。 

 

合众思壮：公司拟参股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规模 1000万元，公司出资人民

币 400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40%。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或“公司”)、拟与北京立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中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润潮先生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发起设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4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40%。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投资管理等 

 

信雅达：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信雅达三佳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获批。 

2016年 11月 29 日，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信

雅达三佳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公司”）新三板挂牌获批，转让方式为协

议转让。 

 

三佳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三佳公司的核心业务聚焦油气

行业，致力于为油气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定位于泛金融支付和商业智能化建设，重点业

务是嵌入式产品、软件系统和集成运维服务。 

 

久远银海：公司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将在军民融合

增值服务、国防科技工业大数据平台项目、国防科技工业行业信息化等方面展开合作。 

公司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战略合作协议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科工局”）直属单位，于

1999年经中编办批准成立的自收自支正厅局级事业法人单位。目前拥有信息、工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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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等专业技术管理人才 70 余人，主要从事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业务工作。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双方以创新服务模式合作开展军民融合增值服务，无缝衔接军民科技生产资源，激发

军民融合创新互动活力，更好服务国家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二）双方合作开展国防科技工业大数据平台项目合作，面向国防科技工业全行业，构建国

家级国防科技工业大数据平台体系，服务智慧军工及大数据国家战略。 

（三）双方合作开展国防科技工业行业信息化等，积极争取国家建设资金支持，快速提升国

防科技工业信息化水平。 

（四）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五年；期满后，如双方无异议，本协议自动

延续两年。 

 

易华录：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1 月 30 日起停牌。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月 30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公告相关事项。 

 

太极股份:公司参股子公司金蝶天燕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获得受理。 

公司参股子公司深圳市金蝶天燕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蝶天燕”）于 2016年 11

月 29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受理通知书》，金蝶天燕报送

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材料已获受理。 

 

金蝶天燕成立于 2000年，是国际技术领先的基础架构软件企业，拥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中间件技术，专注于提供自主、安全、可控的中间件产品、平台解决方案以及云服务。金

蝶天燕注册资本 4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为林波。公司持有金蝶天燕 8,400,000 股股份，持

股比例为 21%。金蝶天燕此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项尚需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批准，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尚具有不确定性 

 

常山股份：公司收到由石家庄市财政局拨付的部分搬迁支持资金 2.86 亿元。 

2016 年 11月 30日，公司收到由石家庄市财政局拨付的部分搬迁支持资金 2.86亿元，用于

安置和搬迁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其确认为政府

补助，先计入递延收益，再按应予以补偿的金额，从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以上政府补

助，公司预计计入 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的金额为 2.86 亿元，该补助资金的最终会计处理以

注册会计师在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上述补助将对公司 2016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佳都科技：公司与高新兴预中标清远市社会治安、智能交通和市政管理视频监控系统工程 PP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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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新兴”）参与了清远市基于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社会治安、智能交通和市政

管理视频监控系统工程 PPP项目的竞争性磋商采购，被确定为预中标单位 

 

本次中标的 PPP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公安指挥中心系统、社会治安监控系统、智能交通系

统。    公安指挥中心建设内容包括将市局治安视频监控中心、智能交通指挥中心、三台合

一接处警中心、决策室合并建设，在升级改造市局三台合一的基础上，建立集 110接处警、

治安视频监控、智能交通管理、指挥调度等功能为一体的市局综合监控指挥中心，实现警务

调度、视频监控、交通指挥的扁平化、精细化管理，综合监控指挥中心设置高清大屏显示系

统、中心机房部署相关应用系统的支撑服务器、精密空调等配套系统。社会治安监控系统建

设内容包括清城区治安监控一类点 1050 个，治安卡口 15 个，清新区治安卡口 8个。 

 

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内容包括智能交通建设涵盖交警外场设施的新建和改造、交警支队指挥中

心以及平台软件和运行环境的搭建。 

 

创意信息：公司与三德信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国内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化业

务及政务综合服务业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信息”、“公司”或“甲方”）与四川

三德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德信息”或“乙方”）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原则，于 2016年 11 月 30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甲乙双方为促进双方在住房

公积金管理业务上的更好发展，充分发挥合作双方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扩大双方在各自

领域的知名度，一致同意就国内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化业务及政务综合服务业务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共同促进上述业务的发展。 

信雅达：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 12 月 2 日开市起复牌。 

2016年 12月 1日 10:00—11：3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就终止本次重组与

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按照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2 月 2日开市起复牌。 

 

证通电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盛灿股份获准新三板挂牌。 

公司于 2016 年 8月以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00 万元增资参股深圳盛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灿股份”），公司增资参股后持有盛灿股份 8.3334%的股权比例。 

 

公司参股子公司盛灿股份于 2016年 11月 30日接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通知，经审查同意盛灿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转让方式为协

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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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电脑：公司与中电财务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就收购中电财务 15%

股权达成了初步意向。 

2016年 12月 1日，为了更好利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电财务”）的金融平

台做好公司资金管理及存贷工作，同时通过优质金融资产和业务促进公司实业发展，公司与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签署了《关于转让中

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简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就收购中电财务 15%股权与中国电子达成了初步意向。鉴于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故双方为关联方，本次收购属于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延华智能：公司大股东延华高科尚未就表决权委托的主要条款与第三方机构达成一致，公司

股票将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复牌。 

公司因大股东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华高科”）筹划商谈向第三方机构进

行表决权委托的事宜，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1 月 18日 13:00起停牌。因相关事

项仍在筹划商谈过程中，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延华高科未能与第三方

机构就表决权委托事项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2月 2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浙大网新：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 76%股权作价 13,370 万元转让给杭州桢翔，本次交

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拟与杭州桢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 76%的股权（以下简称“标

的股权”）转让给杭州桢翔，标的股权转让作价为人民币 13,37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仍持有快威科技 19%的股权。 

 

由于杭州桢翔是快威科技管理团队组建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蒋忆女士于 2016年 1 月 6 日辞

去公司副总裁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杭州桢翔系公司关

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康耐特：公司拟以自筹资金 10,726,846 美元收购 MCSabae 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港朝日

45%的股权，香港朝日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 10,726,846.00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400 万元）收购 MCSaba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MCSabae”）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朝日镜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朝日”）4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香港朝日

的股权将从原来的 55%增为 100%，香港朝日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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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科技：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共通过集合竞价减持 9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4936%。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浙江

三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变集团”）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后 3 个交易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1,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50%。 

 

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三变集团的《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止 

本公告日，上述控股股东关于公司股份的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实际减持数量未超出减持 

计划。本次减持共通过集合竞价减持 99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936% 。减持计划完成后，

三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9,770,9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7%。 

 

达实智能：公司与信利半导体正式签署了《高端车载及智能终端显示屏工厂能源站及水蓄冷

系统节能工程及维保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120,940,000 元。 

近日，公司与信利半导体正式签署了《高端车载及智能终端显示屏工厂能源站及水蓄冷系统

节能工程及维保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120,940,000.00 元。合同主要内容为：1、合作概

述：鉴于乙方拥有相关技术、资金优势，乙方按甲方的具体情况为甲方提供项目深化设计、

能源站及水蓄冷系统工程整体建设施工、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培训、维护保养等服务。2、项

目金额：120,940,000.00 元。3、项目工期：乙方进场施工之日起 240 天，双方预定竣工时间

为 2017 年 8 月 31日。4、价款支付：本项目工程款由甲方向乙方按项目进度分期支付。5、

合同生效：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6、本合同已就违约、争议等事项进行

了规定。 

 

御银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小炬人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投资设立了全资孙公司同位素，并于

近日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小炬人创业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小炬人”）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了全资孙公司广州同位素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位素”），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小炬人持有其 100%股权，并于近日

收到了广州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设立同位素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技术资源和技术网络，通过建立科技平台，

聚焦一批初创型高新技术企业，着力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实现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提供良好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更为主要的是为公司在行业上的拓展和突破找到新的发展项目和方向。 

 

航天长峰：公司拟择机出售持有的交通银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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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持有交通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601328）股票 5,692,500 股。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通过合法合规方式择机出售交通银行股票。 

 

本次出售持有的交通银行股票，是为了实施公司战略规划，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安保、电子信

息和医疗三大主业。 

 

北信源：公司与天津麒麟签订产品战略合作协议，将针对“北信源内网安全管理及补丁分发

准入控制系统”、“信源豆豆即时通讯软件”与“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预装及联合市场

推广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2016年 12月 2日,公司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三层世纪二厅举办了合作签约发布会。会议期

间公司与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麒麟”或“乙方”）本着诚实信用、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签订《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产品战略合作协议》，甲乙双方基于各自的优势在党、政、军、企行业领域及个人市场针

对“北信源内网安全管理及补丁分发准入控制系统”、“信源豆豆即时通讯软件”与“银河

麒麟桌面操作系统”预装及联合市场推广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大华股份：公司拟与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 80,000万元设立零跑汽

车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17,4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1.86%。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朱江明、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景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

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非关联人杭

州君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华绩优重点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易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米拓投资有限公司、吴利强、敬

华、许炜共同出资人民币 80,000 万元设立零跑汽车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零跑汽车”）。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7,4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1.86%。该公司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

司。 

 

高新兴：公司与中兴通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物联网、视频技术和行业应用等方面

展开合作。 

2016年 12月 2日，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

通讯”或“甲方”）在深圳签署《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内容：1、甲方聚集运营商芯片基础设施和技术，定位大传输、大联网、大网络，乙方立

足公共安全、城市大数据、铁路、车联网、金融等垂直行业领域行业应用的挖掘，双方共同

推动建立物联网生态圈，由甲方提供通用基础性技术和平台，由乙方提供上述行业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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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台，双方将在物联网、视频技术和行业应用上展开方案、产品、技术合作，并推动通信

协议标准的开发共享和物物连接的互联互通接口标准的共同探讨。2、甲乙双方允许对方进入

战略合作采购商目录，在符合双方采购标准的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对方产品和服务。3、甲

乙双方共同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开拓，根据彼此优势推进智慧城市子模块合作。4、甲乙双方在

公安、智慧城市、金融、铁路和车联网等领域进行更深层次合作，共享客户资源，并共同探

索双方大数据运营商业模式。 

 

四维图新：公司大股东中国四维计划六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000,000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19%）。 

持有本公司股份 132,096,30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39%）的公司大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四维”)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 0.19%）。 

 

泰豪科技：公司拟转让公司持有的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股权，转让价格为

60,000,000 元。 

根据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科”）发展需要，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同意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的江西国

科 10%股权转让给上海雪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雪霆”），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 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江西国科 30%股

权。 

 

二三四五：公司全资子公司网络科技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42,500 万元参与发起设立小贷公

司，出资比例为 85%。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科技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42,500 万元参与发起设立

广州二三四五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小贷公司”，正式名称以工商

行政部门核准确定的名称为准）。本次投资完成后，网络科技子公司占小贷公司注册资本的

比例为 85%，小贷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12/05)周一 

 

(12/06)周二 

 

(12/07)周三 

 

(12/08)周四 

 

(12/09)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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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中昌数据(60024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常山股份(00015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中昌数据(60024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长高集团(00245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长城电脑(000066):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东方电子(00068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辉煌科技(00229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海立美达(00253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中昌数据(60024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浩丰科技(300419):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中昌数据(60024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金智科技(002090): 股东大

会召开 

长城信息(000748):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捷成股份(30018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长城电脑(00006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中昌数据(600242): 股东大

会召开 

金智科技(002090):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康欣新材(600076):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东方电子(00068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中昌数据(60024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金智科技(00209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

大会召开 

上海钢联(30022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科士达(002518):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新国都(3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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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陆(00099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科士达(002518):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科士达(002518): 股东大会

召开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华胜天成(600410): 股东大

会召开 

上海钢联(300226):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长城电脑(00006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新国都(300130):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新国都(300130): 股东大会

召开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蓝盾股份(30029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科士达(002518):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新国都(300130):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安洁科技(002635): 复牌  同有科技(30030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高新兴(300098):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高新兴(300098):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索菱股份(002766): 并购重

组发审委审核会议 

 高新兴(300098):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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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300157): 股东大

会召开 

 海立美达(00253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宜华健康(00015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大

会召开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辉煌科技(00229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新国都(300130):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三五互联(300051):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新国都(300130):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信息发展(300469):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捷成股份(30018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附 2：每周并购/融资事件库 

表 3：上周国内并购/融资事件 

时间 公司 轮次/股权比例 金额 投资方/并购方 

2016.11.28 爱包装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8 狗狗生态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8 荣昌 e袋洗 B+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润都资本;立白集团 

2016.11.28 1步单车 A轮 2亿人民币 恒基浦业;众驰投资 

2016.11.28 自行车在线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万潮集团 

2016.11.28 兔玩网 A轮 1000万人民币 龙渊云腾(当乐网) 

2016.11.28 VEDENG贝登医疗 A轮 6500万人民币 中卫基金;东方富海;普华

资本(普华固周资本) 

2016.11.28 上上铺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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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8 锦尚志(蓝盒子)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腾讯;中川投资 

2016.11.28 趣凡网络 战略投资 1.1亿人民币 500 彩票网 

2016.11.28 金英杰教育 B轮 5000万人民币 华软投资 

2016.11.29 学点云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9 信达生物 D轮 2.6亿美元 国投创新投资;君联资本;

国寿大健康基金 

2016.11.29 迷迭香美食 战略投资 未透露 秒拍 

2016.11.29 店商互联 B轮 7亿人民币 光大瑞华;中国先锋金融集

团 

2016.11.29 搜芽(微视觉科技)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零一创投;创新工场;美星

集团 

2016.11.29 一起印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君上资本;胖猫创投 

2016.11.29 豌豆公主 B轮 2600万美元 World;Innovation;Lab;Ve

ntech;China;韬蕴资本;伊

藤忠商事 

2016.11.29 学加加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9 凌脉网络 A轮 5000万人民币 紫江创投;红土创投 

2016.11.29 和和影业 战略投资 未透露 阿里影业(阿里巴巴) 

2016.11.29 小安时代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华创资本;浙江昭园 

2016.11.29 百格活动 Pre-A轮 900万人民币 酒店哥哥 

2016.11.29 吉湾微电子 A轮 未透露 吉林省科技基金 

2016.11.30 买萌模卡 天使轮 5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智康博药 B轮 未透露 磐霖资本 

2016.11.30 蔬东坡-木屋时代 战略投资 未透露 土流网 

2016.11.30 缔脉生物 天使轮 5500万人民币 启明创投;泰睿投资;再鼎

医药 

2016.11.30 同道 Pre-A轮 100万美元 MindWorks;Ventures 概念

资本;SOSV 

2016.11.30 大咖设计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北醒光子 BeneWake B轮 未透露 科沃斯机器人 

2016.11.30 Human＋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中一资本;励石投资;点亮

资本 

2016.11.30 因特利科技 F轮-上市前 6000万人民币 IDG 资本;骞新媒体 

2016.11.30 翡翠教育 C轮 2亿人民币 御泓资本 

2016.11.30 比邻互助 天使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斯芬克 N/A 未透露 新东方 

2016.12.1 燕小唛 天使轮 2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 千宿科技 A轮 5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 房侣科技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君润投资;杭州仕优集 

2016.12.1 小河说 种子轮 2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 库桥鸡排 A轮 3亿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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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 青橙创客教育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立思辰 

2016.12.1 AOE输入法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人人公司;创享投资;微投

基金 

2016.12.1 车轮互联-易点时空 C轮 1亿人民币 汉富控股 

2016.12.1 Appier B+轮 1950万美元 Temasek 淡马锡;美国中经

合集

团;FirstFloor;Capital;Q

ualgro 

2016.12.1 味道网 B+轮 5000万人民币 辉山乳业 

2016.12.1 悦装网 A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招商局;洪泰基金 

2016.12.1 KKS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清华创投;郑明投资 

2016.12.2 微住 Welive 战略投资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2 小行星 天使轮 未透露 星火金融 

2016.12.2 易淘 E店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2 石榴集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经纬中国;真格基金 

2016.12.2 好心情 天使轮 5000万人民币 恩华药业 

2016.12.2 InnoLight Technology

旭创科技 

N/A 28亿人民币 中际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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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8 Garmentory 天使轮 200万美元 MHS;Capital 

2016.11.28 The SaaS Co. 种子轮 80万欧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8 Cashboard A轮 300万欧元 Earlybird;Venture;Capit

al;500;Startups;Digital

;Space;Ventures;Redalpi

ne;Capital 

2016.11.28 Stripe E轮 1.5亿美元 CapitalG(Google;Capital

);General;Catalyst;Part

ners 

2016.11.28 ArangoDB 种子轮 220万欧元 Target;Partners 

2016.11.28 SmartFunding 种子轮 49万美元 Fintech;Asia;Group;Inve

storlend 

2016.11.28 TapChief 种子轮 未透露 Paytm 

2016.11.28 ActiveProtective 种子轮 26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8 Cloudo Kids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春晓资本;九合创

投;Ironfire;Capital 

2016.11.28 InfiSecure 种子轮 60万美元 IDG 资

本;Axilor;Ventures 

2016.11.28 Dropsuite B轮 5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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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9 Invoice Bazaar 种子轮 110万美元 Advance;Global;Capital 

2016.11.29 Proficio A轮 1200万美元 Kayne;Anderson;Capital 

2016.11.29 Kloseby 种子轮 1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9 UpCloud 战略投资 400万欧元 Inventure;Oy 

2016.11.29 Euklid 种子轮 40万欧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9 Wholesalebox Pre-A轮 200万美元 Contrarian;Vriddhi;Fund 

2016.11.29 Bats on Delivery 天使轮 600万卢比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29 untapt B轮 200万美元 WorldQuant;Ventures;Blu

ff;Point;Associates;Mat

hers;Associates;Sand;Hi

ll;East 

2016.11.29 Devialet C轮 1亿欧元 Ginko;Ventures;雷诺汽

车;Playground;Global;Ro

c;Nation;Korelya;Capita

l 

2016.11.30 Spark Systems 种子轮 500万美元 海峡时报 

2016.11.30 Zapnito 种子轮 44万英镑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Indofash 种子轮 1000万卢比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Math Buddy 种子轮 未透露 Menterra;Social;Impact;

Fund 

2016.11.30 EverThere 种子轮 180万美元 Elevator;Fund 

2016.11.30 Shopsup 种子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PsycApps 种子轮 25万英镑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SonarSource 战略投资 4500万美元 Insight;Venture;Partner

s;Global;Venture;Capita

l 

2016.11.30 S2solutions A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Giraffe360 种子轮 50万欧元 Koha;Capital 

2016.11.30 Affordplan A轮 300万美元 Prime;Ventures;Kalaari;

Capital 

2016.11.30 Hyphenate C轮 1350万美元 经纬中

国;Sequoia;Capital(红杉

海外);SIG海纳亚洲 

2016.11.30 Worximity 战略投资 200万美元 BDC;Venture;Capital;W3;

Investments;the;Fonds;d

e;solidarité;FTQ 

2016.11.30 Get.Place 种子轮 未透露 IMJ;Investment;Partners

;Pte.;Ltd;Machine;Ventu

res 

2016.11.30 HandyTrain A轮 100万美元 Silver;Range;Investment

s;Merrill;Lynch;Lu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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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tics;Shun;Yoshida 

2016.11.30 MonkeyBox 种子轮 未透露 Blume;Ventures 

2016.11.30 Slide App A轮 360万美元 Songhyun;Investment 

2016.11.30 Pulse 种子轮 2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Crossahead A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Sightbox 种子轮 180万美元 Rogue;Venture;Partners;

Portland;Seed;Fund;Jump

start;Foundry;VistaRive

r;Healthcare;Solutions 

2016.11.30 Orb Health A轮 320万美元 Mt;Vernon;Investments;G

reen;Park;&;Golf 

2016.11.30 ŌuraRing A轮 500万欧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1.30 斯芬克 N/A 未透露 新东方 

2016.12.1 Dubsmash B轮 900万欧元 Sunstone;Capital;Index;

Ventures;Balderton;Capi

tal;Lowercase;Capital;E

niac;Venture 

2016.12.1 Axial Biotherapeutics A轮 1915万美元 Longwood;Fund;Domain;As

sociates;Kairos;Venture

s;Heritage;Medical;Syst

ems 

2016.12.1 TraceLink C轮 5150万美元 Goldman;Sachs 高盛(国

外);FirstMark;Capital;V

olition;Capital;F-Prime

;Capital 

2016.12.1 MultiTaction A轮 700万欧元 Harbert;European;Growth

;Capital;Fund 

2016.12.1 Carcrew 天使轮 3400万卢比 TVS;Group 

2016.12.1 Fruit Street A轮 3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1 Indialends A轮 400万美元 American;Express;Ventur

es;AdvantEdge;Partners;

DSG;Consumer;Partners;C

yber;Carrier;VC 

2016.12.1 Civis Analytics A轮 220万美元 Drive;Capital;Verizon;V

entures;WPP 集团 

2016.12.1 Clue App B轮 2000万美元 诺基亚成长基

金;Union;Square;Venture

s;Mosaic;Ventures;Brigi

tte;Mohn 

2016.12.1 UClean 种子轮 未透露 Franchise;India 

2016.12.1 Opendoor D轮 2.1亿美元 Norwest;Venture;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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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EA 恩颐投

资;Khosla;Ventures;纪源

资本

GGV;Access;Industries;C

affeinated;Capital 

2016.12.1 Rocket10 种子轮 300万美元 Finstar;Financial;Group 

2016.12.1 WorkVenture 种子轮 42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2 Hyperloop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战略投资 1亿美元 EdgeWater;Carbures;Euro

pe 

2016.12.2 The Vetted 种子轮 50万美元 Kae;Capital 

2016.12.2 Seworks A轮 820万美元 软银中

国;Qualcomm;Ventures;Sa

msung;Ventures 三

星;Smilegate;Investment

;Wonik;Investment;Partn

ers 

2016.12.2 WorkRamp 种子轮 180万美元 Y;Combinator-YC;Susa;Ve

ntures;Initialized;Capi

tal;Haystack;Liquid;2;W

ei;Fund 

2016.12.2 Streo 种子轮 未透露 GEMs;Advisory;Quarizon 

2016.12.2 ODG A轮 58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2 Fingertips Lab 种子轮 100万美元 500;Startups 

2016.12.2 Six Scape A轮 140万美元 Tembusu;ICT;Fund 

2016.12.2 Geenee A轮 440万美元 Steve;Titus;Stephen;Coh

en;Highlight;Communicat

ions;AG;Constantin;Medi

a;AG 

2016.12.2 PlayFab B轮 315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12.2 SendGrid D轮 3300万美元 Bain;Capital;Ventures;B

essemer;Venture;Partner

s;Foundry;Group 

2016.12.2 InnoLight Technology

旭创科技 

N/A 28亿人民币 中际装备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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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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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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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

（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

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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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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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平均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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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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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沈海兵，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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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

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

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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