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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计算机 PPP 主题和索菱股份的投资机会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只有 3个交易日，计算机板块下跌 3.49%，同期沪深 300下跌 2.39%，

板块跑输大盘，符合我们的判断。我们预计市场短期仍以弱势震荡为主，

如果市场出现大幅调整可逢低加仓。策略上建议优选内生成长性突出，

长期前景好，估值水平较低的板块和个股，细分领域重点看好智慧城市

和车联网板块，个股重点看好恒华科技、索菱股份、捷顺科技、康耐特

等。 

 

PPP 主题将继续蔓延，对于计算机行业而言，轨交信息化和智慧城市值得

重点关注，首推天夏智慧。政府传统融资渠道受限，PPP 大行其道；PPP

模式唤醒智慧城市新活力，解决智慧城市资金来源、项目回款等问题；

新型智慧城市强调互联互通，PPP 卡位数据金矿，政府大数据潜力巨大，

智慧城市 PPP 成主流模式，企业新一轮圈地不容错过，企业对智慧城市

PPP的积极性明显提高；PPP 不仅适用于基建、环保，智慧城市 PPP项目

加速落地。关注获取订单能力强、运营经验丰富、细分领域盈利模式清

晰的大格局公司，重点推荐天夏智慧、易华录、中电鑫龙、银江股份、

达实智能、高新兴、佳都科技、飞利信、数字政通等公司。轨交信息化

从竞争力和弹性角度来看，受益公司主要包括达实智能、佳都科技、运

达科技、银江股份、辉煌科技、思维列控、华铭智能、华虹计通等。另

外，PPP模式直接推动基建投资，计算机板块广联达、捷顺科技是核心受

益标的。（详见上周发布的智慧城市深度报告） 

 

个股方面重点提示索菱股份迎来绝佳买点，业绩超预期概率大，预计 17

年 PE 不到 40 倍（实际可能更低）。近期有媒体刊登“收购两家会拖累

自己业绩的公司 索菱股份花费七亿元值吗？”的文章，我们认为，三旗

通信半年报亏损主要因为实施股权激励产生 5009 万费用（非经常性损

益），实际扣非后净利润为 1507 万元，而英卡科技半年业绩优异，净利

润与 15年全年相当。整体而言，预计两家标的公司今年完成业绩承诺没

有问题，随着协同效应的体现，预计明年超业绩承诺概率大。公司是车

联网第一股，智能汽车潜在龙头！前装突破拉动业绩加速成长，车联网

全产业链布局竞争力提升，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汽车布局值得期待！ 我们

看好索菱车机的卡位价值，人车交互的入口，未来业务极具延展性，是

智能汽车的潜在龙头；我们强调车联网是下半年最大风口之一，公司是

智能网联汽车路线图核心受益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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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方面，重点看好无人驾驶车联网、智慧城市、消费金融、云计算大

安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个股方面，中小市值重点推荐恒华科

技、捷顺科技、易华录、索菱股份、康耐特、齐心集团、丰东股份、银

信科技、中海达、汇金股份、东方通等，大市值重点推荐广联达、天夏

智慧、四维图新、用友网络、绿盟科技、千方科技、东方网力、蓝盾股

份、常山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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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重点新闻： 

 奥迪将与中国 BAT三大巨头合作打造“车联网”。 

 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再突破，研制出了能够生成

模仿人类语音的系统，人工智能走上新台阶。 

 百度创建独立风投公司，2亿美金聚焦人工智能。 

 腾讯“云＋合作伙伴”计划启动，打响云计算生态之战。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英飞拓: 公司拟以 640,344,725 元收购普睿投资和数聚时代合计持有的

普菲特 100%股权。聚龙股份：公司人民币 A 级点验钞机 JBYD JL202A1（A）

中标建设银行点验钞机采购项目。大华股份：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四项发明专利证书。立思辰: 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奥马电器：公司参股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9,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19%。

三泰控股：参股公司深圳辰通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荣科科技：控股子公司米健信息拟使用自有资金设立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万方发展：为了推动海外并购

及业务的开展，公司拟投资 1,500 万美元在香港投资设立子公司。方直

科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网宿科技：

公司控股股东陈宝珍女士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不超过 0.88%。浩丰科技：全资子公司北京路安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购置办公用房，总价 36,276,453 元。赛为智能：公司拟在新加坡设立控

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00万元新加坡币(约 490万元人民币)，占 50.1%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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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只有 3 个交易日，计算机板块下跌 3.49%，同期沪深 300 下跌 2.39%，板块跑输大盘，

符合我们的判断。我们预计市场短期仍以弱势震荡为主，如果市场出现大幅调整可逢低加仓。

策略上建议优选内生成长性突出，长期前景好，估值水平较低的板块和个股，细分领域重点

看好智慧城市和车联网板块，个股重点看好恒华科技、索菱股份、捷顺科技、康耐特等。 

 

PPP 主题将继续蔓延，对于计算机行业而言，轨交信息化和智慧城市值得重点关注，首推天

夏智慧。政府传统融资渠道受限，PPP 大行其道；PPP 模式唤醒智慧城市新活力，解决智慧

城市资金来源、项目回款等问题；新型智慧城市强调互联互通，PPP 卡位数据金矿，政府大

数据潜力巨大，智慧城市 PPP 成主流模式，企业新一轮圈地不容错过，企业对智慧城市 PPP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PPP 不仅适用于基建、环保，智慧城市 PPP 项目加速落地。关注获取订

单能力强、运营经验丰富、细分领域盈利模式清晰的大格局公司，重点推荐天夏智慧、易华

录、中电鑫龙、银江股份、达实智能、高新兴、佳都科技、飞利信、数字政通等公司。轨交

信息化从竞争力和弹性角度来看，受益公司主要包括达实智能、佳都科技、运达科技、银江

股份、辉煌科技、思维列控、华铭智能、华虹计通等。另外，PPP 模式直接推动基建投资，

计算机板块广联达、捷顺科技是核心受益标的。（详见上周发布的智慧城市深度报告） 

 

个股方面重点提示索菱股份迎来绝佳买点，业绩超预期概率大，预计 17 年 PE不到 40 倍（实

际可能更低）。近期有媒体刊登“收购两家会拖累自己业绩的公司 索菱股份花费七亿元值

吗？”的文章，我们认为，三旗通信半年报亏损主要因为实施股权激励产生 5009万费用（非

经常性损益），实际扣非后净利润为 1507万元，而英卡科技半年业绩优异，净利润与 15年

全年相当。整体而言，预计两家标的公司今年完成业绩承诺没有问题，随着协同效应的体现，

预计明年超业绩承诺概率大。公司是车联网第一股，智能汽车潜在龙头！前装突破拉动业绩

加速成长，车联网全产业链布局竞争力提升，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汽车布局值得期待！ 我们

看好索菱车机的卡位价值，人车交互的入口，未来业务极具延展性，是智能汽车的潜在龙头；

我们强调车联网是下半年最大风口之一，公司是智能网联汽车路线图核心受益标的。 

 

板块方面，重点看好无人驾驶车联网、智慧城市、消费金融、云计算大安全、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领域；个股方面，中小市值重点推荐恒华科技、捷顺科技、易华录、索菱股份、康耐

特、齐心集团、丰东股份、银信科技、中海达、汇金股份、东方通等，大市值重点推荐广联

达、天夏智慧、四维图新、用友网络、绿盟科技、千方科技、东方网力、蓝盾股份、常山股

份等。 

 

二、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一）板块表现回顾 

上周（9月 12日-9月 14日），计算机行业板块下跌为 3.49%，市盈率为 58.86X（TTM）。

同期沪深 300 下跌 2.39%，市盈率为 12.83X（TTM）。创业板指下跌 2.65%，市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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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7X（TTM）。 

（二）个股涨跌情况 

表 1：计算机板块上周涨跌幅前十个股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002635.SZ 安洁科技 7.23  300020.SZ 银江股份 -10.53  

300440.SZ 运达科技 3.89  300209.SZ 天泽信息 -9.27  

300212.SZ 易华录 3.60  300469.SZ 信息发展 -8.88  

002512.SZ 达华智能 2.96  300494.SZ 盛天网络 -8.85  

300271.SZ 华宇软件 2.41  300451.SZ 创业软件 -8.51  

002090.SZ 金智科技 1.43  300496.SZ 中科创达 -8.12  

600271.SH 航天信息 0.93  300508.SZ 维宏股份 -7.90  

600734.SH 实达集团 0.87  002766.SZ 索菱股份 -7.87  

300465.SZ 高伟达 0.65  300036.SZ 超图软件 -7.71  

002642.SZ 荣之联 0.59  300379.SZ 东方通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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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欲借欧洲、俄国等市场扩大云计算，叫板西方巨头 

图 1：过去 5 年计算机相对沪深 300 估值走势 
 

图 2：近 2年计算机相对沪深 300 估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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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报道，按照市场份额计算，华为已经是全球前三大电信设备、智能

机制造商之一。现在，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将目标对准了主要由西方巨头主导的云计算市场。

华为目前正在服务器和其他数据中心所用设备的供应市场抗衡惠普企业、戴尔以及思科，这

些设备是云计算服务的关键组件。华为采用了这些年来扩大智能机和电信设备销售所用的策

略：制定具有竞争力的定价，对研发进行大力投资。 

 

“毫无疑问，我们将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我们有这个能力，”华为轮值 CEO 郭平在接受

采访时称。他表示，华为计划每年在数据中心设备和操作系统上投入至少 10亿美元研发预算。

去年，华为的总研发投资约为 90 亿美元。 

 

百度开放云与国家开发银行携手共建首个金融创新实验室 

中新网 9 月 13日电近日，百度云计算事业部与国家开发银行信息科技局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共建首个金融创新实验室。双方将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展

开深入合作。国家开发银行科技局谭波局长、滕光进副局长，百度云计算事业部总经理刘炀、

运营总经理傅徐军等共同出席签约仪式。此次合作进一步表明了云计算作为百度未来布局的

重要武器，全面助力传统银行升级变革的决心。 

 

 根据协议，双方将主要围绕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两大领域展开合作。在人工智能方面，将借助

百度的人工智能技术解构非结构性数据，帮助国家开发银行科技局创建更具时效性和系统性

的分析工具，结合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策略及经验，探索“人工智能“在传统银行领域的创

新科技。在云计算方面，将以百度海量互联网数据为依托，融合国家开发银行风控策略及经

验，构建客户风险大数据监测模型，助力国家开发银行快速提升新形势下的信用风险管理水

平 。 

 

腾讯“云＋合作伙伴”计划启动，打响云计算生态之战 

9 月 13日，腾讯云“云+合作伙伴”巡回招募大会全国首站在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举行。

会上，腾讯“云+合作伙伴”全国招募计划正式启动。 

 

腾讯云副总裁谢岳峰表示，腾讯云将通过“云+合作伙伴”计划快速招募和培育行业顶尖合作

伙伴，并将从政策支持、市场教育、培训服务、技术保障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持，与合作伙伴

携手打造全新云端生态，共享产业云化带来的市场红利。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奥迪将与中国 BAT三大巨头合作打造“车联网”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奥迪在无人驾驶及物联网领域“再下一棋”，与中国三大科技巨

头百度、阿里巴巴及腾讯展开合作，来增强其打造“联网”汽车的声誉。 

 

上周日，奥迪在上海举行了年度峰会。会上公司表示将与腾讯、阿里巴巴及百度签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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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分析、车联网平台建设以及城市智能交通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 

 

沃尔沃汽车与奥托立夫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开发无人驾驶汽车技术 

据瑞典《工业日报》9月 7日报道，沃尔沃汽车集团与瑞典奥托立夫公司宣布组建合资公司，

开发无人驾驶汽车技术。新公司总部设在瑞典哥德堡，预计 2017 年初投入运营。初期大概有

来自双方公司的 200名员工加入，2020年将扩大至 600人。公司未来研发重点是高级驾驶辅

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共同开发的新技术将面向全球汽车厂商出售，收入所得为两家公司

共有。计划 2019年推出第一款配备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汽车，2021 年推出自动驾驶系统汽车。 

 

奥迪 RS 7 无人驾驶概念车国内首次亮相 

9 月 10 日，在新 A4L 的上市现场，奥迪 RS 7Piloted Driving 概念车在国内首次亮相。奥迪

RS 7Piloted Driving 概念车的外观与老款 RS 7 基本保持一致，车身采用黑白灰相间的特殊

条纹拉花，并印有“Audi piloted driving”以突出该车带有奥迪最新研发的无人驾驶系统。 

 

日本计划 2030 年前使无人驾驶汽车比重达到 20% 

腾讯汽车讯 北京时间 9月 14 日消息，据《日经新闻》报道，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政府最

近提出其“第四代工业革命”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希望 2030 年以前，其国

内汽车中有五分之一是无人驾驶汽车。 

 

（三）物联网 

2016 物联网发展趋势论坛在甬举行 

中国宁波网讯(记者仇九鼎)昨天上午，2016 物联网发展趋势论坛举行，国内专家学者、企业

界精英等 200多人出席。与会专家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时代，物联网给企业带来更大机遇，

比如“智能家居”“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应用领域，这些“智慧”将在物联网技术的

带领下高速发展。  

 

Verizon 收购物联网公司 Sensity，让城市更智能 

9 月 12日，Verizon 公司宣布收购物联网创业公司 Sensity Systems（下文简称“Sensity”），

但没有透露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收购交易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完成。 

 

Sensity 成立于 2010 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森尼韦尔，是一家为街道、机场、购物中心等提

供智能 LED灯的公司，力图抓住全球城市照明向 LED灯转变的机遇。气候组织（Climate Group）

呼吁“每一座城市和公共设施”在 2025 年转为使用 LED 节能灯。目前，一些大都市及其城市

圈已经上路，并且做得不错。纽约已经在 2015 年就开始把路灯换成 LED节能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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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银宣布计划推出 LoRaWAN物联网网络 

C114 讯 北京时间 9 月 13 日消息（艾斯）本周一，日本移动运营商软银(Softbank)宣布，计

划 2016 财年期间在日本推出一张基于 LoRaWAN 的物联网网络。 

 

软银已与物联网平台提供商 Actility、台湾电子产品制造商鸿海精密公司和 LoRa芯片制造商

Semtech 达成了合作，旨在提供端到端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全民尚网获数千万 Pre+A 轮融资，布局智慧社区 

近日，致力于打造移动物联网智慧及增值服务平台的深圳全民尚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全民尚网”)已完成新一轮融资，总金额超数千万元。全民尚网创始人兼 CEO胡胜君表示全

民团队将继续深耕物联网完整解决方案，本着“让联接更智能，让生活更智慧”的理念，为 5

亿密集居住场景人群提供更加智能的全新服务和体验。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美国国会通过区块链支持法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呼吁创建一种国家级技术创新政策，包括

支持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这个决议案于今年 7 月份被提出，呼吁美国政府为技术制

定一种国家政策，特别提到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该法案由印地安那州代表亚当•基辛格

（Adam Kinzinger）提出，并由加利福尼亚州代表托尼•卡德纳斯（Tony Cardenas）赞助。 

 

宝付荣获“2015 年互联网金融行业最佳支付解决方案奖” 

9月 8日-11日，由商务部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本次洽谈会汇集了 100 多个国家(地区)4000 多家企业约 5万名客商参会。国家领导人汪洋副

总理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宝付作为第三方支付行业的领军企业亮相本次洽谈会。 

 

宝付凭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卓越表现，荣获“2015年互联网金融行业最佳支付解决方案奖”。

宝付作为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方面具备完善的行业解决方案，凭借 

“T+0”实时清算的优势，在互金领域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目前与恒大金服、绿地金服等

行业巨头已达成深度合作，服务超千万投资者。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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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Mind 再突破，研制出了能够生成模仿人类语音的系统，人工智能走上新台阶 

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又取得突破。继 AlphaGo 赢了人类棋手后，他们又研制出

了能够生成模仿人类语音的系统，该系统让机器说话与人类说话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50%。

DeepMind 将这个系统命名为 Wavenet。 

 

让人能与机器对话一直是人类希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实现的目标。但是，目前用计算机生成

语音仍然大量地依赖于 TTS（文本到语音）拼接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机器首先要记录一个说

话人的声音片段，并基于此构建超大型的数据库，随后，经过再次结合过程，形成完整的表

达。这样一来，在不记录一个完整的新数据库的情况下，要修饰声音就会变得很困难（比如，

转化到不同的说话者，或者转化语音中的情感和语气）。WaveNet 改变了这种旧范式，它直接

对原始声音信号的声浪建模，每次对一个样本进行建模。和生成更加自然的语音一样，使用

原始的声波意味着 WaveNet 能对任何音频建模，其中包括音乐。 

 

百度创建独立风投公司,2亿美金聚焦人工智能 

中新网 9 月 13日电 9月 13日，百度宣布成立独立风险投资公司(简称百度风投，Baidu 

Venture)，李彦宏将亲自出任董事长，并参与重要项目的评估判断。百度方面表示，新成立

的百度风投将专注于人工智能，以及 AR、VR等下一代科技创新项目，集中投资于早期项目，

第一期基金规模将达 2 亿美金。  

 

此次百度宣布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被业界视为是百度在发力人工智能

技术研发、开放人工智能技术平台之后，布局这一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通过百度的技术和

资金优势，将引领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创业的浪潮。 

 

广联达获“智慧城市杰出服务商”奖，助力智慧园区创新发展。 

9 月 9 日至 11 日，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在宁波隆重召开。以“智慧城

市，惠民兴业”为主题的“2016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大会暨第五届中国城市信息化 50 强发

布会”作为其主要论坛之一，盛邀了政府领导、海内外专家、企业精英等嘉宾出席，并为获

奖企业及人物颁奖。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广联达荣获“2016 中国智慧城市杰出服务商”

奖，公司研究院院长刘刚出席，并在论坛上做了《“互联网+”助力产业园创新发展——智慧

园区解决方案》主题演讲。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启明信息：选举公司董事李冲天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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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9月 1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公司董事李冲天先生担

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 

 

英飞拓: 公司拟以 640,344,725 元收购普睿投资和数聚时代合计持有的普菲特 100%股权。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拟收购北京普菲特广告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菲特”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

收购各方同意，交易对方须在英飞拓支付本次收购对价后 40个工作日内共计使用315,344,725

元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肇怀或其控股主体 JHL INFINITE LLC 受让英飞拓股票或二级市场等

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方式购买英飞拓股票（以下简称“交易对方购买股票”），由于本次

收购导致交易对方承担相应的购买英飞拓股票义务可能导致交易对方从实际控制人处购买英

飞拓股票，本次收购的后续安排可能构成潜在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方精创：股东 Systex Solutions (HK) Limited 减持 1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25%，减

持后持股比例为 15.50%。 

公司于 2016 年 9月 9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 Systex Solutions (HK) Limited ( 以下简称

“Systex Solutions”)的《股份减持告知函》，Systex Solutions 在九月 7日至 8日，分

别减持 50万、50万、30 万股，合计 1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25%，减持后持股比例为 15.50%。 

   

聚龙股份：公司人民币 A 级点验钞机 JBYD JL202A1（A）中标建设银行点验钞机采购项目。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2017年度全行人民币 A级点验钞机采购项目招标中，经

评审委员会评审和招标人确认后，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A级点验钞机 JBYD JL202A1（A）

中标建设银行人民币 A 级点验钞机采购项目。   

 

博通股份：公司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2016年 9月 8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经发集团的书面函《经发集团关于申请终止博通

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函》，该函的主要内容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各方均

积极的推进本次重组工作。现由于政策原因，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本次

重组各方友好协商，现经发集团建议终止本次重组，建议博通股份召开董事会研究审议终止

本次重组事项。 

 

2016年 9月 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博通股份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协议之终止协议》。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独

立财务顾问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终止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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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股份：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四项发明专利证书。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四项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

为： 

运动阴影消除方法及装置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一种复合视频的音视频信号的传输方法及其

装置；模拟信号提取装置、方波信号提取装置及信号分离系统；一种数据节点的分配方法及

系统。 

 

立思辰: 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 

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

元（含 20亿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本次

债券发行采取无担保方式发行。 

 

奥马电器：公司参股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 10亿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9,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19%。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宏瓴（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我要汽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广西国富创新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 亿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9,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19%。 

   

三泰控股：参股公司深圳辰通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3日收到参股公司深

圳辰通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通智能”）通知，辰通智能股票挂牌公开转让申请

已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辰通智能股票于 2016 年 9月 13 日起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辰通智能的股票信息如下，证券简称：辰通智能，

证券代码：838005，转让方式：协议转让。目前，公司共持有辰通智能股份 686万股，占其

总股本的 19.60%。  

 

荣科科技：控股子公司米健信息拟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 2016年 9月 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

海米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健信息”）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米健

信息使用自有资金在西藏拉萨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米健信息拟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公司产业延伸及实施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加快公司产业布局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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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发展：为了推动海外并购及业务的开展，公司拟投资 1,500 万美元在香港投资设立子公

司。 

为了推动海外并购及业务的开展，公司拟投资 1,500 万美元（计划使用资金约 9,900 万元人

民币, 本次投资具体金额将根据注册资金 1,500万美元按支付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折算）

在香港投资设立子公司。 

 

科士达：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约 4000 元人民币在南非设立全资子公司。 

为完善海外营销网络建设，加大海外市场推广力度，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约 4000 元人民币在南非设立全资子公司南非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截至目前，南非科士达已经完成注册，并取得了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

证书》。 

 

英飞拓：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9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尚需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方直科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 

2016年 9月 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

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

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博通股份: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开始复牌。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程序和事项已经完成，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 9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开始复牌。 

 

网宿科技：公司控股股东陈宝珍女士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0.88%。 

公司于 2016 年 9月 14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宝珍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陈宝珍女士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7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不超过 0.88%。 

   

浩丰科技：全资子公司北京路安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购置办公用房，总价 36,276,453 元。 

全资子公司北京路安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购置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京西商务中心（东区）

商业金融项目用地 2#楼 18 层 1803、1804、1805、1806、1807 室为募投项目实施办公用房，

总建筑面积 894.07 平米，总价 36,276,453.00 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支付；最终房屋面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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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等信息以双方正式签署的购房合同为准。 

 

赛为智能：公司拟在新加坡设立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00 万元新加坡币(约 490 万元人

民币)，占 50.1%的股权。 

为了提升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为智能”）的海外市场竞

争力，深化公司开展智慧城市业务的战略，促进海外战略布局的实现，公司拟与北京中新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V-ELEMENTS PTE.LTD.和 AERIAL CONSULTANCY PTE.LTD.共同出资在新加坡

设立“中新赛为私人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中新赛为”），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00 万元新加坡币(约 490万元人民币)，占 50.1%的股权。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09/19)周一 

 

(09/20)周二 

 

(09/21)周三 

 

(09/22)周四 

 

(09/23)周五 

延华智能(00217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湘邮科技(600476):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召开 

辰安科技(30052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召开 

延华智能(00217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湘邮科技(600476):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延华智能(00217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四川金顶(6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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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亮科技(300348):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同方股份(600100): 股东

大会召开 

中海达(300177):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中昌海运(600242):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同方股份(600100):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辰安科技(300523):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召开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辰安科技(300523):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四川金顶(6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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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捷软件(300378):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立思辰(300010):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信雅达(600571):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华力创通(300045): 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四川金顶(60067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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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华科技(30036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鼎捷软件(300378):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截止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延华智能(00217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恒华科技(300365): 股东大

会召开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万达信息(30016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延华智能(002178): 股东大

会召开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鼎捷软件(300378):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大

会召开 

延华智能(00217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召开 

恒华科技(300365):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神州数码(000034):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齐心集团(002301):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湘邮科技(600476):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万方发展(00063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齐心集团(002301):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易联众(300096):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 

   信雅达(600571): 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银之杰(300085): 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辰安科技(300523):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辰安科技(300523): 股东大

会召开 

同方股份(60010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合众思壮(002383):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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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辰安科技(30052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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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11 奇霖传媒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天善资本;天使投资人李善

友 

2016/9/12 Via人物 天使轮 500万人民币 恩斯奎 M;Square;Capital 

2016/9/12 站酷网 Zcool B轮 数千万美元 
EMC 媒 体 基 金 ;赫 斯 特

Hearst;Ventures 

2016/9/12 微风部落 Pre-A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2 普利莫空气净化器 天使轮 300万人民币 
杭州市人民政府创业扶持

基金 

2016/9/12 Seeta中科视拓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线性资本 LinearVenture;

紫牛基金;明势资本;地平

线 

2016/9/12 只有一个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浅石创投 

2016/9/12 苏贝康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2 GET资讯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2 枭龙科技 A+轮 5000万人民币 京东方 BOE 

2016/9/12 时代智囊 不明确 5000万人民币 
山东华众沃赋股权投资公

司 

2016/9/12 万丈金数 B轮 未透露 
达晨创投;IDG 资本;梧桐

树资本 

2016/9/12 oTMS.cn百川快线 B轮 2500万美元 
成为资本;百度;经纬中国;

投资人陈伟星 

2016/9/12 有车以后 A+轮 未透露 
真格基金;创金资本;蓝拓

资本;真格成长基金 

2016/9/12 齐海金融 80.00% 1亿人民币 久亿科技 

2016/9/13 酷开网络 战略投资 1.5亿人民币 爱奇艺 

2016/9/13 hcode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启赋资本 

2016/9/13 Atman爱特曼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北极光创投 

2016/9/13 全民尚网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3 HelloRF海洛创意 B轮 数千万美元 
EMC 媒 体 基 金 ;赫 斯 特

Hearst;Ventures 

2016/9/13 狗狗去哪儿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盈正基金 

2016/9/13 左创 A轮 3000万人民币 国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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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13 童游 Pre-A轮 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3 贝泰科技 A轮 未透露 微赛体育 

2016/9/13 千视通 战略投资 1470万人民币 佳都科技;川大智胜 

2016/9/13 车巡 IMS 天使轮 3000万人民币 美盛创投 

2016/9/13 宏投网络 51.00% 16.32亿人民币 中技控股 

2016/9/13 下一站 N/A 未透露 航班管家 

2016/9/14 闪传 C轮 1820万人民币 Yeahmobi 易点天下 

2016/9/14 壹米滴答 A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普洛斯 GLP;源码资本;险

峰长青(险峰华兴) 

2016/9/14 友芝友医疗科技 IPO上市后 6500万人民币 北陆药业 

2016/9/14 邦客金融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4 瞬语 种子轮 100万人民币 深圳源创力孵化器 

2016/9/14 今典院线 100.00% 13.53亿人民币 完美世界 

2016/9/15 Boss直聘 C轮 数千万美元 今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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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12 Beeswax A轮 1100万美元 
Foundry;Group;RRE;Ventu

res 

2016/9/12 Away A轮 850万美元 

Global;Founders;Capital

;Forerunner;Ventures;Ac

cel;Partners;Comcast;Ve

ntures 

2016/9/12 SessionM D轮 3500万美元 
General;Atlantic 泛大西

洋投资;Salesforce 

2016/9/12 HMicro C轮 1020万美元 
XSeed;Capital;Seraph;Gr

oup;Uniquest;OEM 

2016/9/12 AcuFocus 不明确 6600万美元 KKR 

2016/9/12 Rover E轮 4000万美元 

Menlo;Ventures;Madrona;

Venture;Group;Foundry;G

roup 

2016/9/12 Blue Prairie Brands A轮 600万美元 

Middleland;Capital;DSM;

Venturing;B.V.;Invest;N

ebraska 

2016/9/12 Zenedge C轮 620万美元 

TELUS;Ventures;Pilot;Gr

owth;Equity;Zoho;Corpor

ation;Yehuda;Neuberger 

2016/9/12 Chronos Therapeutics B轮 4800万美元 

Canaan;Partners;5AM;Ven

tures;GE;Ventures 通 用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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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Kaiser;Permanente;Ve

ntures;Fountain;Healthc

are;Partners;Mayo;Clini

c 

2016/9/12 eShakti B+轮 134万美元 
Infina;Finance;Polaris;

Banyan 

2016/9/12 Serious Integrated A轮 500万美元 McRock;iNFund;LP 

2016/9/12 Cermati A轮 190万美元 
East;Ventures;Beenos;Pl

aza 

2016/9/12 Shippo A轮 700万美元 

Union;Square;Ventures;S

oftTech;VC;Version;One;

Ventures 

2016/9/12 MONO美国 0.00% 未透露 BandLab 

2016/9/12 Chariot 0.00% 未透露 Smart;Mobility 

2016/9/12 Broadstreet Global 0.00% 未透露 Options;Group 

2016/9/12 Jimmy John’s 0.00% 未透露 并购方未透露 

2016/9/12 Love Mondays 0.00% 未透露 Glassdoor 

2016/9/12 Wiser 0.00% 未透露 Quad;Analytix 

2016/9/13 Proclara Biosciences E轮 4700万美元 Merieux;Developpement 

2016/9/13 Project44 A轮 1050万美元 

Emergence;Capital;Partn

ers;Chicago;Ventures;硅

谷 银 行

Silicon;Valley;Bank 

2016/9/13 InstaVR A轮 200万美元 
The;Venture;Reality;Fun

d 

2016/9/13 Portfolium A轮 660万美元 
SJF;Ventures;University

;Venture;Fund;USA;Funds 

2016/9/13 Phononic 不明确 3000万美元 

纪 源 资 本

GGV;Venrock;Lookout;Cap

ital 

2016/9/13 GenieBelt 种子轮 200万欧元 Danish;Solar 

2016/9/13 Intersil 100.00% 32亿美元 瑞萨电子 

2016/9/13 Sensity Systems 0.00% 未透露 Verizon;Ventures 

2016/9/13 Brainient 0.00% 未透露 Teads 

2016/9/13 newegg 0.00% 未透露 联动互动 

2016/9/13 Imagu 0.00% 未透露 碳云智能 

2016/9/14 Datorama C轮 3200万美元 

Lightspeed;Venture;Part

ners 美 国 光

速;Marker;llc;Innovatio

n;Endeavors 

2016/9/14 Digg C轮 未透露 Gan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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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14 Industrious B轮 3700万美元 
Riverwood;Capital;Outlo

ok;Ventures;Maplewood 

2016/9/14 Cato Networks B轮 3000万美元 

Greylock;Partners; 新 电

投 资

SingTel;Innov8;Aspect;V

entures;USVP 

2016/9/14 Idea Chakki 种子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4 Advantagene A轮 1420万美元 
National;Securities;Cor

poration 

2016/9/14 Dia&Co 不明确 2000万美元 
Sequoia;Capital(红杉海

外) 

2016/9/14 TVTY A+轮 670万美元 

Serena;Capital;Partech;

Ventures;360;Capital;Pa

rtners 

2016/9/14 Tribe Group A轮 535万美元 Exto;Partners 

2016/9/14 GitLab B轮 2000万美元 
August;Capital;Khosla;V

entures;Y;Combinator-YC 

2016/9/14 GitLab B轮 2000万美元 
August;Capital;Khosla;V

entures;Y;Combinator-YC 

2016/9/14 Burger Singh Pre-A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4 Point A轮 840万美元 

Andreessen;Horowitz( 简

称

A16Z);Bloomberg;Beta;Ri

bbit;Capital 

2016/9/14 Defy Media B轮 7000万美元 Wellington;Management 

2016/9/14 EyeVerify 0.00% 7000万美元 蚂蚁金服(阿里巴巴) 

2016/9/14 Hipmunk 0.00% 未透露 Concur 

2016/9/14 Citus Pay 0.00% 1.3亿美元 PayU 

2016/9/14 Avocarrot 0.00% 未透露 gli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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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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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