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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布天夏智慧深度，继续推荐计算机 ppp 主

题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1.17%，同期沪深 300上涨 1.14%，板块与大盘

基本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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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发布天夏智慧公司深度报告继续推荐，持续看好智慧城市 PPP主题。

我们认为，天夏无论从业务体量、成长速度、盈利能力还是回款质量来

看，都是无可争议的智慧城市龙头，未来有望成为物联网和智慧城市大

数据运营领军企业。公司具备最强的拿单能力和最丰富的项目落地经验。

公司“1+N”模式利于总包项目获取，公司整合资金、运营、建设等各方

资源推动 ppp 项目经验丰富，同时，公司有显著的人才优势（创始人是

智慧城市业界权威）、集团全方位支持（智慧经济整体实力强力）、以

及西南区位优势（西南地区 PPP 项目密集落地）。最后，我们预计公司

也将加快外延扩张的步伐，围绕物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等领域不

断发力。（详见公司深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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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布局区块链技术,飞凡加快实施“实体＋互联网”战略。 

 网易发布云计算战略，首度推出“网易云”。 

 美国《自动驾驶汽车政策》正式颁布，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了

制度保障。 

 政策力挺智能硬件发展，车联网设备企业将受益。 

 国内最大一笔区块链投资亮相：万向控股将以 1.5 亿元人民币

投向钜真金融。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佳都科技：全资子公司签订广州市轨道交通BT项目合同。聚龙股份：公

司接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硬币清分机（低速）”中标通知

书。数码视讯：确定为广东省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项

目中标人。易华录：公司为蓬莱市“智慧蓬莱”建设运营PPP项目”预成

交社会资本方，该项目总投资12.34亿元。浩云科技：取得一种摄像机故

障的检测方法及押钞车停靠到位智能检测管理装置发明专利证书。保千

里：“保千里打令VR手机”新产品即将上市。绿盟科技：拟以自有资金

5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再以人民币500万元对北京易霖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投资。中海达：公司拟以3,600万元增资武汉光庭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新设立的高精度导航地图子公司取得该公司36%的股权，

同时拟联合一致行动人出资不超过5845万元且直接投资额不低于2000万

元通过新三板做市交易取得光庭信息9.90%的股权。佳创视讯：公司收购

陕西纷腾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预计不超过15,000万元。蓝盾

股份：拟出资人民币550万元与新疆软件园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西线网络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5%。云赛智联：公司

拟出资3,000万元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云赛智城，持股比例为20%。飞天诚

信：拟投资500万美元（总预算）在美国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泰豪科技：

第一大股东持泰豪集团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0%。二三四五：拟以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3,261万元购买

宝众仓储、缤灿实业及巨申金属交易对手方分别持有的杨科小贷10%股

权。恒华科技：股东新余高新区泽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持公司

1,699,800股。新开普：终止投资北京纽哈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博股

份：公司股东王君平减公司份4,800,000股，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银江股份:成为临沂市城区BRT一期工程PPP项目拟中标人，总投资

为66915.00万元。万方发展：拟以现金方式出售持有盛泰经贸有限公司

90%的股权，购买其持有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60%的股权，

购买四川执象网络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立思辰：现金收购百年英才（北

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四方精创：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1,396,000股，减持比例为1.34%。信息发展：全资子公司光典信息拟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设立易批生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

元，光典信息以货币出资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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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计算机板块小幅上涨 1.17%，同期沪深 300 上涨 1.14%，板块与大盘基本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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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发布天夏智慧公司深度报告继续推荐，持续看好智慧城市 PPP主题。我们认为，天夏无

论从业务体量、成长速度、盈利能力还是回款质量来看，都是无可争议的智慧城市龙头，未

来有望成为物联网和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领军企业。公司具备最强的拿单能力和最丰富的项

目落地经验。公司“1+N”模式利于总包项目获取，公司整合资金、运营、建设等各方资源

推动 ppp 项目经验丰富，同时，公司有显著的人才优势（创始人是智慧城市业界权威）、集

团全方位支持（智慧经济整体实力强力）、以及西南区位优势（西南地区 PPP项目密集落地）。

最后，我们预计公司也将加快外延扩张的步伐，围绕物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等领域不

断发力。（详见公司深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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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9月 23日），计算机行业板块上涨为 1.17%，市盈率为 59.34X（TTM）。

同期沪深 300 上涨 1.14%，市盈率为 12.97X（TTM）。创业板指上涨 0.56%，市盈率为

49.21 X（T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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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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12.SZ 三泰控股 18.16  300166.SZ 东方国信 -12.74  

600410.SH 华胜天成 12.14  300333.SZ 兆日科技 -4.48  

002306.SZ 中科云网 7.48  300513.SZ 恒泰实达 -4.03  

300365.SZ 恒华科技 7.09  300168.SZ 万达信息 -3.30  

002766.SZ 索菱股份 6.26  002635.SZ 安洁科技 -3.25  

300379.SZ 东方通 6.24  300455.SZ 康拓红外 -2.66  

300212.SZ 易华录 5.96  002512.SZ 达华智能 -2.49  

300202.SZ 聚龙股份 5.37  300033.SZ 同花顺 -1.94  

002405.SZ 四维图新 5.33  002546.SZ 新联电子 -1.94  

300235.SZ 方直科技 4.69  600271.SH 航天信息 -1.71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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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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要闻一周回顾 

（一）云计算大数据 

甲骨文宣布进军云计算,埃里森当众叫板亚马逊 
据外媒（usatoday.com）报道，美国时间周日晚，甲骨文公司 CTO 拉里·埃里森在其公司的

发布会上宣布甲骨文发力云计算领域，并直言要同亚马逊展开竞争。甲骨文此举是瞅准了云

计算背后的无限商机。据市场调查，目前欧美 1/4的云计算市场被亚马逊、微软、谷歌和 IBM

占据。价值约 200亿美元。 

 

网易发布云计算战略，首度推出“网易云” 

网易公司 20 日在上海首度推出“网易云”，并将其云计算战略定位于“场景化云服务”，致

力通过技术方案+知识体系输出，解决“互联网+”时代企业的研发、运营等实际需求，与以

往偏向于存储计算的云计算厂商展开差异化竞争。网易 CEO丁磊在网易云的宣传片中宣布先

行投入数十亿人民币，保持在云计算领域的持续发力。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深入，作为互

联网行业“水电煤”的基础服务——云计算的需求不断得到拓宽。根据 IDC预测显示，2015-2018

年，全球云计算服务市场平均每年将增长 26%，而中国将以接近 45%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腾讯携手海云捷迅，构建“云+合作伙伴”生态 

腾讯与海云捷迅 20 日下午在京共同宣布达成战略投资合作关系，海云捷迅接受腾讯的战略投

资，双方将在产品、市场、生态上展开合作。海云捷迅是国内 OpenStack 生态体系中的领头

企业，合作双方将共同研发推出一个高弹性、高安全的企业级混合云平台，为全球客户提供

涵盖私有云、混合云、公有云等全球首个一站式融合云生态服务。此前，在刚刚过去的 7月

份，海云捷迅与腾讯云达成战略合作。 

 

李克强：中国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应既是开放的也是安全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20 日上午在纽约下榻饭店同美国经济、金融、智库、媒体等各界

人士座谈，就中美关系及经贸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互动。李克强表示，当前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在中国发展很快，总的来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但也带来了一些信

息安全问题。中国的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应既是开放的，也是安全的。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会

逐步探索，也会和国外企业沟通对话，找到既有利于开放也有利于安全的有效合作途径。 

 

行业云或成云计算蓝海，网宿科技加速布局 

22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6年第四届全球云计算大会，云基础架构及实践主题论坛召开。网宿

科技助理总裁、云计算事业部总经理李东表示，云计算将成为未来五年最为确定的市场机会， 

行业云将成为未来云计算市场争夺的新战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刚刚公布的《云计算白皮

书(2016)》数据显示，预计到 2016 年，专有云市场增速仍将达到 25.5%，市场规模将达到 346

http://country.huanqiu.com/china
http://auto.ifeng.com/ha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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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正是看到了专有云市场的巨大市场机遇，网宿科技才凭借自身具备的云服务先天优势

及服务经验，坚定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行业云服务。 

 

新致云亮相 2016 全球云计算大会，上云服务受热捧 

9 月 20-22日，2016第四届全球云计算大会·中国站(Cloud Connect China)在上海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新致云携上云服务 CloudComputingCare 即云技术及架构咨询服务和云运维服务亮

相，并提出“用好云计算不等于 IaaS”概念，成为全场热点。新致云提出“用好云计算”的

黄金法则，即除了 IaaS，更专业的上云服务也是用好云计算的关键。随着云计算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把应用往云端迁移部署，他们寻求可靠、安全的合作伙伴和解决方案，当

他们发现单纯采购 IaaS资源无法改变他们的业务并实现他们的商业价值，因此新致云上云服

务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航天科技加速重组车联网业务 注入优质资产将有效增厚业绩 
航天科工集团三院旗下的唯一上市公司平台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航天

科技)积极响应国家央企整合的号召，大力进行汽车电子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并通过纳入海外

资产提升自身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表示，上半年在市场拓展、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大

资产重组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增强。而与此同时，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完成也将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在获得汽车电子产品领域竞争优势的同时，可聚集 IEE

公司强大的研发实力以及 AC 公司世界领先的生产能力，协同发展现有其他业务板块，加快布

局以车联网为核心的物联网战略平台。 

 

车联网+资本 “智载科技”获 1600 万元 A轮扬帆起航 

近日,车联网新锐企业---深圳市智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上海融玺资本旗下管理的基金战

略注资 1600 万人民币。据了解，上海融玺资本是一家专业性股权投资机构，旗下管理多家基

金公司，掌控资金规模超过 30 亿，主投领域涉及新能源、车联网、智慧城市等多个方向，参

与投资的海润光伏等众多项目已成功上市。 

 

美国《自动驾驶汽车政策》正式颁布，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了制度保障 

美国交通运输部(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今天正式颁布了专门针对自动驾驶车

辆的联邦政策，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了制度保障。该政策旨在为促进创新提供各项安全保

障，主要体现在四个关键方面。 

《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各部分要点提炼： 

http://country.huanqiu.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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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项安全评估：该规范的 15 个要点包括确保技术合宜运作的方法、数据的纪录和分享、车

辆在撞击中的存活能力、以及车辆在撞击之后的反应表现。 

针对州政府政策：在这个部分中，条例明确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自动驾驶车辆监管中承

担的不同责任，并且列出了一些列供州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可参考的条例和范围。这部

分的目标在于统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共通开发出针对自动驾驶车辆的监管体系。 

美国国家公路运输安全管理局(NHTSA)的监管方式：该部分讨论了 NHTSA 目前的一些监管方

式，并且列出了其中能持续被用在自动驾驶车辆监管的方式。此外，该部分还对现有的规

定进行了完善，使自动驾驶车辆的设计拥有更高的灵活性和空间。 

新的监管方式：该部分明确了新的监管方式和相关法定机构，这些是政策制定者们讨论决定

的未来能在自动驾驶车辆领域起到监管作用的因素。 

 

政策力挺智能硬件发展，车联网设备企业将受益 

21 日，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印发了《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的通

知，旨在提升我国智能硬件共性技术和高端产品的供给能力。在智能车载设备方面，专项行

动要求发展智能车载雷达、智能后视镜、智能记录仪、智能车载导航等设备，推进我国车辆

联网信息服务。智能车载设备作为高端智能硬件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汽车智能化趋势的

推动下，将迎来大幅扩容机遇，车联网标准和无人驾驶技术目前均处于快速推进期。 

 

英伟达加速无人驾驶研发，明年将在台湾试驾 

9 月 21日，英伟达在台湾举行 GPU 技术大会，NVIDIA 联合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在会上表示，将与台积电、广达、纬创、鸿海、英业达等台湾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人工智慧运

算服务器和超级电脑，并呼吁台湾应该加强发展人工智能。此外，黄仁勋还宣布了一系列在

无人驾驶技术上的布局措施。他表示，英伟达将与台湾大学教授徐宏民合作 AI人工智慧实验

室，英伟达将提供 DGX-1 超级电脑作为人工智慧深度学习工具，以深度学习技术发展无人驾

驶与机器人技术。英伟达的无人驾驶汽车“BB8”已经在美国加州上路测试，明年还将在台湾

进行类似的试驾测试。 

 

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聚焦自动驾驶和车联网 

主题为“创意驱动”的２０１６年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２２日正式拉开帷幕，自动驾驶和车

联网成为展会各方关注焦点。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主席马蒂亚斯·维斯曼在开幕式上表示，

自动驾驶和车联网是本届商用车展的焦点。电子稳定程序系统（ＥＳＰ）、偏离车道报警系

统、紧急刹车辅助系统已成为商用车的标配，但我们想要更多。他指出，商用车发展的长期

目标显而易见，即通过自动化实现“零事故驾驶”。同时，车联网的应用能够使运输更加安

全高效。维斯曼表示车联网与电动车结合起来，将确保未来城市物流更加快捷，并且零排放。 

 

（三）物联网 

浪潮服务器撑起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物联网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7/667a80fd786c4ef6/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6/8f6680547f51/1.html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TSM.html
http://auto.ifeng.com/zhuanti/chezhanhuodong.shtml
http://auto.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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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浪潮服务器成功中标“国家重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浪潮双路、

四路服务器将用于搭建政府第三方追溯监管平台，形成过程可感知、源头可追溯、风险可预

警、产品可召回、终端可防伪的新型监管模式。 

 

易水香开启物联网+互联网净水机流量计费新模式 

智能化净水机对于提升用户体验本来就是一种优势，易水香物联网+互联网的智能净水机流量

计费的新商业模式，在大数据渠道商、净水机运营商、用户这三方都是多赢的模式，因为易

水香净水机品牌致力于打造成国内安全指数最高、智能化水平最高、可靠性水平最高的“互

联网+智能净水机”。易水香提供智能净水器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 Wi-Fi模块+APP+易水香

云平台整体解决方案。在商业模式方面，易水香采用“硬件免费，流量计费”，在技术方面，

除了智能模块、WIFI模块方面的硬件升级，更开发有相应的超级 APP-易水香，消费者可以在

手机上随时查看水质检测、滤芯使用等数据，确保进入身体的每一杯水都有可靠的数据回溯，

同时还能轻松实现远程充值、余额查看、用水统计等辅助功能。 

 

诺基亚和上海贝尔携手中国电信联合演示物联网及 5G应用 

在 21 日开幕的“201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PT/EXPO CHINA 2016)”上，中国电信、诺

基亚和上海贝尔联合演示了包括 NB-IoT(窄带物联网)、pre-5G Airscale 等在内的多项解决

方案及应用，展示了互联生活的无穷魅力。秉承“以人为本，引领互联新生活”的宗旨，诺

基亚和上海贝尔通过与中国电信等运营商的紧密合作，正在依托创新科技实现更开放、更高

速、更多元的智能通信网络解决方案，拓展人类无限可能。业界普遍观点认为，5G通信技术 将

会为各行各业带来全新的产业变革。利用庞大的带宽容量、接近零时延的特性和承载海量终

端的能力，5G网络为科技插上了能够更远翱翔的翅膀，个性化、自动化和定制化的应用由此

获得了肥沃的生长土壤。中国电信、诺基亚和上海贝尔在 5G 方面进行了长期技术创新与实践，

并已经为 5G 的到来做好准备，利用完整的 5G 通信技术组合，可满足多个行业物联网的连接

需求。 

 

中兴通讯打造物联网 GIA联盟，提供 IoT PaaS 友好平台 
C114讯 9月 22 日消息，在 2016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中兴通讯 IoT总工薛育红认为，

中兴通讯子公司中兴物联在物联网模组方面有几大优势，其一是产业系列十分齐全，做得时

间也比较长，从 2G，3G 到 4G，包括 NB-IoT模组，中兴物联也在持续做这方面的投入和产品。

其二是在设计上会考虑给合作伙伴提供一个前后兼容的产品，以前用 2G、3G，后面用 4G，整

个设计不需要改变，很容易就可以进行网络接入。除了连接能力、模组、芯片等产品能力，

中兴通讯还打造了物联网 PaaS 平台，可以为运营商提供平台级的解决方案。中兴通讯正在积

极推进，其物联网 PaaS平台提供友好的开发环境，帮助合作伙伴开发更多的应用。 

 

凌脉网络发力物联网智慧包装 新增 4项专利 

凌脉网络（835718）宣布已通过自主研发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4项

物联网智慧包装技术相关专利证书。凌脉网络此次获得的 4项专利是在原有专利技术基础上，

在多种包装材料上增加了更多样化的组合验证、信息码密封、防伪等功能，为活动管理过程

中消费者及用户身份识别、产品识别、活动流程管理、大数据采集分析等多个环节提供了更

http://product.it168.com/0402/
http://product.pcpop.com/Server/10734/
http://www.c114.net/topic/5009.html
http://www.c114.net/keyword/%D6%D0%D0%CB
http://www.c114.net/keyword/3G
http://www.c114.net/keyword/4G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5/7f517edc/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6/726980547f51/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6/726980547f51/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0/530588c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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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大的物联网技术保障，让消费者及用户可以在更多场景中快速便捷地进入到活动中，深

度体验产品及活动内容，并形成大数据反馈，是国内物联网智慧包装技术在品牌宣传、营销

互动领域的领先应用。凌脉网络表示，已持续加大物联网智慧包装技术研发投入，目前还有

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中，逐渐形成专利技术矩阵，为凌脉网络实现可持续性高速增长提供重要

保障。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万达布局区块链技术，飞凡加快实施“实体＋互联网”战略 

万达金融集团旗下飞凡科技于 9月 8 日正式加入 Linux基金会的超级账本（Hyperledger）项

目，成为该项目第一个来自中国的核心董事会成员，这也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全

面加快区块链领域的布局。此次飞凡科技作为来自中国领先的"实体＋互联网"模式的金融科

技企业加入世界级的超级账本项目，不仅标志着中国企业第一次在新兴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

的开源项目上贡献研发力量，而且基于行业技术标准远超过技术本身的重要性，万达金融集

团旗下的飞凡科技这次成为核心董事会成员以后，将积极争取标准化制定的话语权，展示我

们向互联网和高科技数字化转型的坚定决心。 

 

OKCoin 币行比特币价格回落，微软布局区块链项目 

在比特币领域大获成功后，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尝试通过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在自己

的业务中实施分布式分类帐（Ledger）。近期比特币的价格相对于前几年的价格来说也相对

稳定，根据比特币交易平台 OKCoin 币行的数据显示，比特币价格在 3900-4000 元左右波动。

比特币目前是区块链技术最主要的一个应用领域。区块链技术目前面临最大的障碍是难以运

用，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开源技术，有不同团队按照不同想法以此为基础开发出大量项目，

用户很难将自己需要的各种功能统一融入到一个具体的应用中。微软最近发起的 Bletchley

提供了一些能扩展区块链用途的工具。Bletchley 是微软构建企业财团区块链生态系统所用的

体系结构，而非一套全新的区块链堆栈。微软希望借此将分布式分类帐（区块链）平台纳入

企业环境，在确保平台开放性的同时构建能解决实际业务问题的解决方案。 

 

全球区块链科技圈黑马齐聚上海，众托帮彰显中国力量 

9 月 22日，“2016上海区块链国际周‘全球区块链 Demo Day项目展示日’”拉开序幕。IBM、

Accenture 、Ujo Music、Imandra 、布比、众托帮、DGX 等全球主流区块链科技圈黑马近日

齐聚上海，展示目前全球最为创新的 25 个区块链初创企业和项目。众托帮作为互助保障行业

第一家落地区块链应用的平台，在此次区块链国际周上尤为抢眼。Accenture：将发布区块链

编辑技术。Imandra：推出其针对以太坊运行的智能合约形式化验证平台。Ujo Music：即将

发布基于区块链的纯商业音乐平台。布比区块链：专注于企业级的区块链技术服务。唯链:中

国首个基于区块链的防伪平台。众托帮：首家落地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互助保障平台 

 

国内最大一笔区块链投资亮相：万向控股将以 1.5 亿元人民币投向钜真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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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全球区块链峰会上了解到，万向控股将以 1.5亿元人民币投向钜真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银行支付清算为主营业务见长的区块链公司。这是迄今为止，国内

最大一笔区块链项目投资，也是今年世界第三大区块链项目融资。钜真金融注册资金 1.42亿

元。公司创始人孙立林表示，公司致力于成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专注

为银行、交易所、清算所、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提供覆盖支付清算、登记存托、资产交易

等领域的系统建设、外包和运营服务。万向集团旗下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是国内区块链领域的

领军机构，其成立了一家 5000 万美金的区块链基金，投资有商业前景的区块链项目。该基金

目前已经投资了 23 家区块链公司，共计 2000 万美金。此次投资由万向控股直接投资，并未

占用基金份额。 

 

（五）其他 

科技为生活 百度安全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全网安全防护 

9 月 19日，第三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百度安全以“科技让

生活更安全”为主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展示“智能+”生态下，互联网安全领域最新趋势。

现场，百度安全首次展出百度打击网络黑产的主要成果，并首次将企业安全管理监控平台搬

入体验展，让体验者感受到从网络监控到防御的智能化全过程。 

 

搜狗携手小米 开创人工智能输入时代 

20 日小米科技向用户开放了 MIUI 8 稳定版的又一重磅升级。在最新版 MIUI系统中，搜狗输

入法小米版发布了业内首创的智能回复功能，通过对用户对话过程中的语境分析以及语义识

别，为用户智能化提供回复建议，极大提升了输入效率。这一场景化功能是搜狗输入法在智

能输入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目前针对小米开发版和体验版率先开放体验，引发行业人士广

泛关注。在 MIUI 8系统中，搜狗输入法小米版首发以智能回复功能为主打的系列智能输入功

能。智能回复模块融合了搜索、大数据以及深度学习 LSTM 等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可以

即时分析出用户当前对话的语境，根据沟通过程中对方发来的信息给出相应的回复建议。 

 

获亿元融资 ROOBO 发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 

9 月 21日，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ROOBO发布了 ROOBO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还有 DOMGY 智

能宠物机器人等机器人新品。在这场名为“重新定义机器人”的主题秋季产品暨战略发布会

上，北京智能管家科技有限公司（ROOBO）还宣布获得高达 1亿美元 A 轮融资，成为了中国人

工智能机器人领域最高的一笔 A轮融资。 

 

苹果收购印机器学习创业公司，强化人工智能实力 

据外媒报道，苹果已经收购了印度机器学习创业公司 Tuplejump，以强化人工智能业务。一名

不具名消息人士透露，苹果 6 月份收购了 Tuplejump。Tuplejump 软件擅长快速处理和分析大

量数据。目前尚不清楚苹果收购 Tuplejump 的价格。人工智能已成为谷歌、Facebook 和亚马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3/533a575794fe/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f/56fd518567005927/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f/56fd518567005927/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9/62958d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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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等科技巨头的一个关键投资领域，它们在与苹果争夺语音助手领域主导地位。收购

Tuplejump 是苹果今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三起收购交易，此前，苹果斥资 2 亿美元收购了

Turi，以及 Emotient，后者利用人工智能识别人的面部表情，并作出相应反应。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佳都科技: 全资子公司签订广州市轨道交通BT项目合同。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就广州市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十四号线一期及知识城支线屏蔽门采购（包安装）、综合监

控系统采购BT项目的设备和服务签订6份采购合同。合计金额374,330,120.37 元。 

 

聚龙股份 : 公司接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硬币清分机（低速）”中标通知书。 

公司近期接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硬币清分机（高速、低速）、硬币包装机采购

项目（标的二：硬币清分机—低速）”中标通知书。经广发银行集中采购项目评审委员会评

审，聚龙股份有限公司硬币清分机（低速）入选本次招标采购。本次入选广发银行硬币清分

机（低速）采购招标，是继硬币清分机（高速）入选后再一次独家入选，将较好的促进公司

硬币清分机产品进一步市场落地。 

 
GQY视讯:子公司新纪元机器人引入新股东增资1000万暨关联交易。 

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8日拟引进新股东上海启机机器人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向全资子公司上海新纪元机器人有限公司增资1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合伙企

业将持有新纪元机器人20%的股权。 

 

数码视讯: 确定为广东省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项目中标人. 

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发布的《广东省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分区域设备采购

与工程实施项目中标公告》，现已确定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相关项目中标人，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9,247,267.00元。目前无线数字化及广播覆盖工程正在各地实施，公司已

经连续中标并发布了相应中标公告，公司全体人员将会继续努力，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做好

相关业务。本项目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易华录： 公司为蓬莱市“智慧蓬莱”建设运营PPP项目”预成交社会资本方，该项目总投资

12.34亿元. 

2016年9月14日，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发布了“蓬莱市“智慧蓬莱”建设运营PPP项目”的竞

争性磋商结果，公示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预成交社会资本方，该项目总投资

12.34亿元，包含公益性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三类，共计三十二个系统工程。 

 

浩云科技：取得一种摄像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押钞车停靠到位智能检测管理装置发明专利证

书.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发明专利证书2项。一是一种摄像机故障的检测方法，本发明在图像处理算法的基础上结合了

硬件传感的方法，弥补了纯软件算法检测的不足。 二是押钞车停靠到位智能检测管理装置，

本发明可以检测押钞车是否停靠到指定地点或车位，对停放位置正确的押钞车进行提示，停

放位置不正确的押钞车进行报警，从而规范现金运输的管理，解决押钞车在营业网点停放监

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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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千里： “保千里打令VR手机”新产品即将上市.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千里打令VR手机”新产品即将上市，新产品是全

球首款VR拍摄手机，由公司自主设计、研发，能够实现360︒全维度球形全景拍摄，视角随动

显示，能够突破平面界限，还原现实空间场景，带来沉浸式娱乐和体验，是一款可以运用到

百行百业的智能终端。新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增强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产

品应用跨界，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绿盟科技: 拟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再以人民币500万元对北京易霖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绿盟科技拟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绿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绿盟信息

再以人民币500万元对北京易霖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40万元，其

余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交易完成后，绿盟信息持有易霖博10%股权，易霖博成为绿盟信息

的参股公司。 

 
中海达: 公司拟以3,600万元增资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设立的高精度导航地图

子公司取得该公司36%的股权，同时拟联合一致行动人出资不超过5845万元且直接投资额不低

于2000万元通过新三板做市交易取得光庭信息9.90%的股权.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3,600万元增资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设立的高精度导航地图子公司，取得该公司36%的股权，同时，公司拟联合一致行动人出资

不超过5845万元通过新三板做市交易取得光庭信息9.90%的股权，其中，公司直接投资额不低

于2000万元，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中，公司合计投资总额为

不高于人民币9445万元、不低于5600万元。本次投资，对公司长远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佳创视讯：公司收购陕西纷腾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预计不超过15,000万元.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邱剑、许方 、杜子鲁、屈宏亮、田汀 、王艳、李

西安持有的陕西纷腾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15,000万元。通

过本次并购，将加强带动陕西纷腾互动与公司主业的协同效应，利用公司的资源、技术和市

场优势，将陕西纷腾互动进一步做强做大。通过不断提升陕西纷腾互动的盈利能力，在基于

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的共同提升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梅安森：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参股设立重庆环投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与工程治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智诚康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与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美天控股（重

庆）有限公司、重庆新天地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重庆佳兴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富勤环保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艾威格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西翼

科技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合资在重庆设立重庆环投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与工程治理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智诚康博拟出资人民币350万元，占新公司7%

的股权。 

 

荣之联：注销曾出资400万元人民币的合资公司中青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参与设立的合资公司中青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

成立，专注于建设和运营大众创业服务云平台，支撑全国各地创业服务工作，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我公司认缴出资4,000万元人民币，截止目前，公司实缴出资400万元人民币。

经各方商议决定，公司对该创业服务云平台项目将由股权投资合作方式变更为项目型合作方

式，因此，公司与其他股东共同决定拟注销中青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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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科技：公司将持有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7%的股权转让，至此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60%股权。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子公司浙江三变新能源有限公司67%股权。2016年9月19日，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将公司持有的新能源公司7%的股权转让给公

司总经理俞尚群先生。本次股权转让结束后，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60%股权。 

 
蓝盾股份：拟出资人民币550万元与新疆软件园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西线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设

立合资公司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入推进信息安全教育领域的区域布局，拟与新疆软件园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西线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新疆丝路蓝盾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暂定名），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新疆软件园有限

责任公司、新疆西线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以货币资金的形式出资人民币550万元、300万元、

150万元，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5%、30%、15%。 

 

云赛智联：公司拟出资3,000万元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云赛智城，持股比例为20%。 

基于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与株洲市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推进株洲市智慧城市

建设，公司拟与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

资子公司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湖南株洲市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云赛智城（株洲）

有限公司（暂定名），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其中，公司拟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

例为20%。 
 

飞天诚信：拟投资500万美元（总预算）在美国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拟投资500万美元

（总预算）在美国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公司拟以货币形式出资，持

有新设子公司 100%的股权。 

 
华润万东：2016年9月28日公司证券简称将由“华润万东”变更为“万东医疗”。 

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将由“华润万东”变更为“万东医

疗”，英文简称由“CR Wandong”变更为“WDM”,变更日期为2016年9月28日，公司证券代码

不变。 

 

延华智能：中标深圳湾科技生态园项目智能化工程中标金额为 9,768.05万元。 

近日，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项目三区、四区（不含酒店）

智能化工程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 9,768.05万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8.75%。本次中标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智能化工程项目，标志着“智慧园区综合管理平台”的研

发成果已经逐渐显形，公司已逐步形成了智慧园区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并支持公司的项目实

施落地。本次中标是南方区域中心市场进一步开拓的成果，成为华南区域“智慧园区”项目

的首个案例。 

 

泰豪科技：第一大股东持泰豪集团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50%。 

2016年9月21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泰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集团”）通知，2016

年9月20日，泰豪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减持价格为16.63元/股。本次股份减持前,泰豪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134,247,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3%；本次股份减持后，泰豪集团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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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124,247,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3%。 

 

蓝盾股份：全资子公司与云宏信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云计算、大数据和信息安全等领域

开展合作。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

与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互

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和目的，根据双方在行业发展的愿景和目标，进行深入合作，就云

计算、大数据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事宜。 

 

易华录：公告公司为“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南开区2016年视频监控网建设运维服务项目”

的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179,980,980.00元。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参与了“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南开区2016年视频监

控网建设运维服务项目”的投标。2016年9月20日，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发布“天津市公安局南

开分局南开区2016年视频监控网建设运维服务项目中标结果公告”，公告公司为该项目的中

标单位，中标金额为179,980,980.00元，本项目为运维服务项目，需在项目需求的基础上，

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常态化运维管理、应急响应管理、技术支持等内容。 

 

天夏智慧：全资子公司天夏科技为永川区智慧商圈设计、建设项目成交供应商，成交金额为

114850万元。 

2016年09月21日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重庆市永川区天禾智慧商圈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永川

区智慧商圈设计、建设项目成交公告》：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天

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项目成交供应商。成交金额为114850万元。若最终正式完成实施，

永川区智慧商圈设计、建设项目将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和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恒华科技：股东新余高新区泽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持公司1,699,800股。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新余高新区泽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润投资”）的《股份减持告知函》，泽润投资因自身发展需求，

于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9月1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及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所持有的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1,69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本次减持后，泽润投资持有公

司16,315,7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7%，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新开普：终止投资北京纽哈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自有资金人民币1,080万元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投

资北京纽哈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纽哈斯新增注册资本50万元，剩余1,030万元计入纽哈

斯资本公积，公司持股占纽哈斯增资后250万元注册资本的20%。2016年6月27日，公司已将投

资款共计1,080万元汇入纽哈斯指定的入资账户。2016年9月22日，由于政策变化以及双方合

作计划的改变公司决定终止投资纽哈斯。 

 

二三四五：拟以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3,261万元购买宝众仓储、缤灿实业及巨申金属交易对手

方分别持有的杨科小贷 10%股权。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与上海宝众仓储有限公司）、上海

缤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巨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3,261万元购买上述交易对手方分别持有的上海杨浦杨科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1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占杨科小贷的股权比例为30%。通过收购杨科小

贷3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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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基金规模最高募集人民币5亿元。 

公司拟与北京风云际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投资基金。基金名称待确定，基金规模最

高募集人民币5亿元，投资方向为从事涉及互联网、高科技、消费升级或服务升级的产品或服

务的非上市企业之股权投资。 

 
广博股份：公司股东王君平减公司份4,800,000股，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持股5%以上股东王君平先生的通

知：王君平先生于2016年9月2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4,8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488%。本次减持后，王君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839,822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9904%，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银江股份: 成为临沂市城区BRT一期工程PPP项目拟中标人，总投资为66915.00万元。 

临沂市政府采购网于2016年9月20日发布《临沂市城区BRT一期工程PPP项目竞争性磋商预中标

更正公告》。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天元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

投标联合体，成为上述招标项目的拟中标人。项目总投资为66915.00万元。若公司能够签订

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 

 

万方发展：拟以现金方式出售持有盛泰经贸有限公司90%的股权，购买其持有成都信通网易医

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60%的股权，购买四川执象网络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议案，同意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刘志峰出售其所持有绥芬河市盛泰经贸有限公司90%的股权；

拟以现金方式向易刚晓购买其持有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60%的股权；拟以现金

方式向广发信德、复兴长征、珠海康远及肖倚天等18名自然人购买其合计持有四川执象网络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预案阶段，待正式报告出具再次召开公司董

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证通电子：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10,000.00万元。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长沙证通云计算有限公司增资10,00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沙证通云计算注册资本将

由5,000.00万元增加至15,00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本公司仍将持有其100%的股

权。 

 

四方精创：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1,396,000股，减持比例为1.34%。 

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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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6年9月19日，21日,22日通过大宗交易分别以56.61元、56.23元和56.31

元减持300,000股、500,000股和596,000股，合计1,396,000股，减持比例为1.34%。本次减持

后Systex Solutions持有公司14,71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6%，仍是持有公司5%以上

的股东。 

 

立思辰：现金收购百年英才（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思辰”或“公司”或“乙方”）以自有资金

28,5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皆同”）收购樟树市文远创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文远创智”）、韩雪（与“文远创智”合称“甲方”）合计持有的百年英才（北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年英才”或“目标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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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上述股权转让过程中，甲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要求，

将其所获得的股权转让价款扣除相应所得税后，按约定比例购买立思辰股票并进行相应锁定。

本次并购百年英才是立思辰在教育服务领域的重要布局，有利于双方发挥协同效应，增强上

市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高伟达：公司股票自2016 年9 月26日开市起复牌。 

2016 年9 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16 年第70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无条

件通过。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6 年9 月26日开市起复牌。 

 

信息发展：全资子公司光典信息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设立易批生鲜，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5,000万元，光典信息以货币出资1,000万元。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息发展”）的全资子公司光典信

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典信息”）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曙华先生、控股股东上海

中信电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电子”）在上海市青浦区共同出资设立易批生鲜信

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易批生鲜”）。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5,000万元，其中光典信息以货币出资1,000万元，占标的公司20%的股份。拟定经营范围：

信息科技领域、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计算机系统集成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以电子商务方式销售食用农产品，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各类广告。 

 

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09/26)周一 (09/27)周二 (09/28)周三 (09/29)周四 (09/30)周五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齐心集团(002301):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川大智胜(002253): 业绩发

布会 

中海达(300177):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齐心集团(002301):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中海达(300177):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中昌海运(600242):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齐心集团(00230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网宿科技(300017):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鼎捷软件(300378):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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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

会召开 

万达信息(30016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大

会召开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创意信息(300366): 业绩发

布会 

中海达(300177): 股东大会

召开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齐心集团(002301): 股东

大会召开 

万达信息(300168): 股东大

会召开 

华润万东(600055): 证券简

称变更 

中昌海运(60024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梦网荣信(002123): 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万达信息(30016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立思辰(300010):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中昌海运(600242): 股东大

会召开 

 
立思辰(30001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中昌海运(60024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中昌海运(60024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立思辰(30001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中海达(300177):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中昌海运(60024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高伟达(300465): 复牌 
合众思壮(002383): 增发股

份上市(非公开发行) 

大华股份(00223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恒泰艾普(300157): 分红派

息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

大会会议登记起始 

中海达(300177):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恒泰艾普(300157): 分红股

权登记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召开 

 
汉得信息(300170):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 

运达科技(300440): 业绩发

布会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召开 

恒泰艾普(300157): 分红除

权 

 
新北洋(00237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中海达(300177):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立思辰(300010):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湘邮科技(600476): 股东

大会召开 

神州信息(000555):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湘邮科技(600476):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任子行(300311): 复牌 

浩云科技(30044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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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浩云科技(30044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建新矿业(00068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佳都科技(60072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朗科科技(300042): 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合众思壮(002383):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索菱股份(002766): 股东大

会召开 
 

 
湘邮科技(600476): 股东

大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合众思壮(002383):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英飞拓(002528):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湘邮科技(60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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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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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17 闪传 15.00% 1820万人民币 西安点告 

2016.9.18 票票喵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前海杰维资本 

2016.9.18 可米酷漫画 B轮 数千万美元 SIG 海纳亚洲 

2016.9.18 衣橱日记 天使轮 未透露 十分资本;德高广宇 

2016.9.18 人人婚猎 天使轮 500万人民币 斯科猎头 

2016.9.18 星客多快剪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顺为基金;黑洞投资 

2016.9.18 签到荚 种子轮 1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8 乐汇付 A轮 15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8 多准数据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华睿投资;阿米巴资本 

2016.9.19 金科玉律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松禾远望资本 

2016.9.19 指南猫 A轮 数百万美元 元钛长青基金 

2016.9.19 极橙齿科(极橙医疗)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分享投资 

2016.9.19 眨眼网 A轮 1500万人民币 华耀资本 

2016.9.19 e修鸽(一修鸽) A轮 3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9 首尔教育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沪江教育-互桂基金 

2016.9.19 构家 A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复星集团 

2016.9.19 懒熊体育 A轮 4200万人民币 
华人文化产业基金;熠帆资

本;娱乐工场;贵格天使 

2016.9.19 侃家网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源码资本;险峰长青(险峰

华兴) 

2016.9.19 维京互动 种子轮 数百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0 至本医疗 天使轮 1000万美元 IDG 资本;松禾资本;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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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资本 

2016.9.20 海云捷迅 AWcloud 战略投资 未透露 腾讯 

2016.9.20 网信理财 C轮 7000万美元 
建银国际金禾;三山;中信

资本 

2016.9.20 日事清 A轮 1000万人民币 星河互联 

2016.9.20 中科开迪 战略投资 未透露 
英 特 尔 投 资

Intel;Capital 

2016.9.20 51信用卡 C轮 3.1亿美元 

新湖中宝-新湖控股;天图

资本;泛城科技;华盖资本;

国信弘盛;千合资本;洪泰

基金 

2016.9.20 海鲸金融 Pre-A轮 3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0 
泥泞跑 MudRun(史克浪体

育) 
A轮 2400万人民币 左驭资本 

2016.9.20 椅子网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达内科技 

2016.9.20 海那边 战略投资 未透露 小站教育 

2016.9.20 希元生物 不明确 3000万人民币 安科生物工程 

2016.9.20 暴风体育 A轮 2.04亿人民币 
光大浙通;金宝投资;品玹

投资;榕安投资;平禄电子 

2016.9.20 哈图 appMagics 战略投资 数千万人民币 蓝港互动 

2016.9.20 泛生子生物 B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中源协和;新天域资本;分

享投资;约印创投;嘉道功

程 

2016.9.20 
乐视汽车(LeSEE 乐视超

级汽车) 
A轮 10.8亿美元 

深创投;联想控股;英大资

本;民生信托;新华联;宏兆

基金 

2016.9.21 映客 APP Pre-B轮 2.1亿人民币 光信资本 

2016.9.21 贝尔科教集团 A轮 8000万人民币 
高通 Qualcomm;Ventures;

黑马基金 

2016.9.21 浅海 VR 天使轮 225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1 泛生子基因 B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新天域资本;分享投资;约

印创投;嘉道谷投资(龚虹

嘉);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9.21 绿豆家装 战略投资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1 布卡互动／布卡直播 天使轮 2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1 邮人体育 Mailman Group 不明确 1亿人民币 
微影资本(微影时代);微赛

体育 

2016.9.21 盛科网络 B轮 3.1亿人民币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中电投资 

2016.9.21 泾渭科技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粤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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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21 天机数据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红杉资本中国;戈壁投资 

2016.9.21 EasyFlower宜花科技 B+轮 800万美元 元璟资本;SIG海纳亚洲 

2016.9.21 
DaDaABC哒哒在线少儿英

语 
B轮 亿元及以上人民币 涌铧投资 

2016.9.22 徒子文化 20.00% 未透露 昆仑万维 

2016.9.22 紫晶通财 C轮 2800万美元 IDInvest;Partners 

2016.9.22 衣布到位 天使轮 1366万人民币 乾明投资 

2016.9.22 猿人部落 A轮 数百万人民币 华富西安创投 

2016.9.22 三蝌优网络 Pre-A轮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2 PACEE派希 种子轮 未透露 水木资本 

2016.9.22 大众侃车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链动投资 

2016.9.22 金喜网 A轮 2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2 我是农民 A轮 5000万人民币 中开基金 

2016.9.22 大咖说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2 诺康医疗 不明确 1000万美元 昆吾九鼎投资 

2016.9.22 Boss直聘 C轮 2800万美元 

华 映 资 本 ; 高 榕 资 本

Banyan;Fund;今日资本;联

创策源;和玉基金;顺为基

金 

2016.9.23 1号签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3 亿封简历 Pre-A轮 数百万人民币 
天使汇;华澳资本;集素资

本 

2016.9.23 零度智控 ZERO TECH B轮 1.5亿人民币 
高通 Qualcomm;Ventures;

信达资本;名航资本 

2016.9.23 NOBOOK虚拟实验室 A轮 1500万人民币 好未来(学而思) 

2016.9.23 天平派 B轮 数千万人民币 百度糯米 

2016.9.23 再鼎医药 A轮 30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3 丹诺医药 B轮 2500万美元 

北极光创投;通和资本;元

禾 控 股 ; 药 明 康

德;Relativity 健康基金 

2016.9.23 般若系统 IPO上市后 3000万人民币 碳云智能 

2016.9.23 课外喵 A轮 3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3 作业帮 B轮 6000万美元 
纪源资本 GGV;红杉资本中

国;君联资本;襄禾资本 

2016.9.23 优拜单车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中路资本;初心资本;点亮

资本;火橙创业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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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17 Abbott Medical Optics 0.00% 43.2亿美元 Johnson&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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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18 Urban Engines 0.00% 未透露 Google 

2016.9.18 R2integrated 0.00% 未透露 贝雅资本 

2016.9.18 Lucid Software B轮 3600万美元 Spectrum;Equity 

2016.9.18 LumaTax 种子轮 200万美元 
Madrona;Venture;Group;G

reycroft;Partners 

2016.9.18 Intarcia Therapeutics E轮 2.15亿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8 ViSenze B轮 1050万美元 
日 本 乐 天

Rakuten;Enspire;Capital 

2016.9.18 KeyMe C轮 1500万美元 

QuestMark;Partners;Batt

ery;Ventures;Comcast;Ve

ntures 

2016.9.18 Inflazome A轮 1700万美元 

诺

华;Fountain;Healthcare;

Partners 

2016.9.18 Guild Education A轮 850万美元 

红 点 投 资

Redpoint;Ventures;Harri

son;Metal;Cowboy;Ventur

es;The;Social+Capital;P

artnership 

2016.9.18 Sofregen Medical A轮 620万美元 Polaris;Partners 

2016.9.18 BitSight C轮 4000万美元 

纪 源 资 本

GGV;Flybridge;Capital;P

artners;Globespan;Capit

al;Partners;Menlo;Ventu

res;Comcast;Ventures;新

电 投 资

SingTel;Innov8;Shaun;Mc

Connon 

2016.9.18 ShoeKonnect 战略投资 未透露 印度天使网络 

2016.9.18 Applause 战略投资 3500万美元 Direct;Equity;Partners 

2016.9.18 Kudo 天使轮 数千万美元 

East;Ventures;500;Start

ups;IMJ;Investment;Part

ners;Pte.;Ltd;EMTEK;Gro

up;Bukalapak;Bobobobo 

2016.9.18 Promoboxx A轮 820万美元 

Ascent;Capital;Group;La

unch;Capital;Boston;See

d;Capital;Grotech;Ventu

res;Converge;Venture;Pa

rtners;StageOne;Venture

s 

2016.9.18 Securus C轮 1000万美元 波士顿科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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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18 SaladStop！ 天使轮 500万美元 
Hera;Capital;DSG;Consum

er;Partners 

2016.9.18 SaladStop！ 天使轮 500万美元 
Hera;Capital;DSG;Consum

er;Partners 

2016.9.18 Ripple B轮 5500万美元 

Andreessen;Horowitz( 简

称 A16Z);IDG 资

本;AME;Cloud;Ventures 

2016.9.18 Vertebrae A轮 10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8 AlternaCare 种子轮 50万美元 Eros;Labs 

2016.9.18 Resilinc A轮 未透露 

Salesforce;Bright;Succe

ss;Capital;Procyon;Vent

ures 

2016.9.19 Palerra 0.00% 未透露 甲骨文 Oracle 

2016.9.19 Inuxu Digital 0.00% 300万美元 Fork;Media 

2016.9.19 Trip4real 0.00% 未透露 Airbnb 

2016.9.19 Prelert 0.00% 未透露 Elastic 

2016.9.19 Appdiff 种子轮 250万美元 
SoftTech;VC;Zetta;Ventu

re;Partners 

2016.9.19 Salespreso 种子轮 150万美元 Sapien;Ventures 

2016.9.19 NewsDistill 种子轮 1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9 Jojonomic A轮 150万美元 

Golden;Gate;Ventures;Ea

st;Ventures;Maloekoe;Ve

ntures;Fenox;Venture;Ca

pital 

2016.9.19 Stoodnt 种子轮 3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9 Spiking 种子轮 100万美元 

Andrew;Chen;Douglas;Foo

;Koh;Boon;Hwee;Lim;Ah;H

ock 

2016.9.19 BigStylist 种子轮 90万美元 Info;Edge 

2016.9.19 Frame.io A轮 1000万美元 

Accel;Partners;FirstMar

k;Capital;Shasta;Ventur

es;SignalFire 

2016.9.19 Solar Analytics A轮 440万美元 AGL;Energy;Limited 

2016.9.19 Nykaa 战略投资 123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19 Styledotme 种子轮 250万卢比 Ajay;Gupta 

2016.9.20 api.ai 0.00% 未透露 Google 

2016.9.20 Nascent Objects 0.00% 未透露 Facebook 

2016.9.20 Thalmic Labs B轮 1.2亿美元 

英 特 尔 投 资

Intel;Capital;Amazon 亚

马 逊 ; 富 达

Fidelity;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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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20 DueCourse 天使轮 625万英镑 GFC 

2016.9.20 Grab F轮-上市前 7.5亿美元 
SoftBank;capital 软银海

外 

2016.9.20 OMsignal B轮 1300万美元 
Relay;Ventures;MAS;Hold

ings;柏尚风投 

2016.9.20 Swiggy D轮 1500万美元 
Bessemer;Venture;Partne

rs 

2016.9.20 Freshtohome 天使轮 数百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0 IRYStec A轮 未透露 
BDC;Venture;Capital;Tan

demlaunch;Purple;Angels 

2016.9.21 StayGlad 0.00% 未透露 Quikr 

2016.9.21 Kurento 0.00% 未透露 Twilio 

2016.9.21 MTS Globe 0.00% 未透露 GTA 

2016.9.21 Inzen 0.00% 440万美元 iCandy 

2016.9.21 BlazeMeter 0.00% 未透露 CA创投 

2016.9.21 WAYN 0.00% 未透露 Lastminute.com 

2016.9.21 Predixion Software 0.00% 未透露 Greenwave;Systems 

2016.9.21 Uncharted Play A轮 700万美元 

Kapor;Capital;Lingo;Ven

tures;NIC;Fund;Magic;Jo

hnson;Enterprises;BBG;V

entures 

2016.9.21 Furlenco A+轮 500万美元 Lightbox;Ventures 

2016.9.21 Whispir A轮 890万美元 

澳 洲 电 讯

Telstra;NSI;Ventures;Ri

ppledot;Capital 

2016.9.21 Allset 种子轮 235万美元 Metamorphic;Ventures 

2016.9.21 Chef’s Plate A轮 600万美元 

Acton;Capital;Partners;

BrandProject;Emil;Capit

al;Partners;Linas;Matka

sse 

2016.9.21 Robo Wunderkind 种子轮 50万美元 Arkley;VC 

2016.9.21 Vroom E轮 5000万美元 

T.;Rowe;Price;Allen;&;C

ompany;Altimeter;Capita

l;General;Catalyst;Part

ners;Foxhaven;LCatterto

n 

2016.9.21 DarkVision A轮 800万美元 
BDC;Venture;Capital;Evo

k;Innovations 

2016.9.21 FoodChéri A轮 600万欧元 

360;Capital;Partners;Br

eega;Capital;Samaipata;

Ventures;Ambrosia;In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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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ents 

2016.9.21 AdStage A+轮 200万美元 Verizon;Ventures 

2016.9.21 Cashtree A轮 400万美元 
K;CUBE;VENTURES;Korea;I

nvestment;Partner 

2016.9.21 StarOfService A轮 1000万美元 

Point;Nine;Capital;ENER

N;Investments;Silvio;Pa

gliani;Andrea;Piccioni 

2016.9.21 Transit App 种子轮 240万人民币 

Accel;Partners;Real;Ven

tures;BDC;Venture;Capit

al;Accomplice 

2016.9.22 Kurt Salmon 0.00% 未透露 埃森哲 

2016.9.22 Frogmind 51.00% 780万美元 Supercell 

2016.9.22 ToLet A轮 120万美元 
Frontier;Digital;Ventur

es 

2016.9.22 Mobilize A轮 650万美元 

Trinity;Ventures;FLOODG

ATE;Fund;Hillsven;Capit

al;Array;Ventures;Upwes

t;Labs 

2016.9.22 OurCrowd C轮 72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2 BrightFarms C轮 3010万美元 
Catalyst;Investors;WP;G

lobal;Partners;NGEN 

2016.9.22 Sonder A轮 1000万美元 

Spark;Capital;Real;Vent

ures;BDC;Venture;Capita

l 

2016.9.22 dcBLOX A轮 1500万美元 
Atalaya;Capital;Managem

ent 

2016.9.22 Progressly A轮 6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2 eQuickes 不明确 2000万卢比 Lothal;Ventures 

2016.9.22 InContext Solutions 不明确 152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2 Gametime B轮 2000万美元 

Accel;Partners;Evolutio

n;Media;Partners;GV;Cas

ey;Wasserman 

2016.9.22 FinanceFox A轮 2800万美元 
Target;Partners;Horizon

s;Ventures 维港投资 

2016.9.22 Metromile 战略投资 5000万美元 太平洋保险 

2016.9.22 Nucleus A轮 560万美元 Alexa 基金 

2016.9.22 Hostmaker 天使轮 110万美元 

Initial;Capital;DN;Capi

tal;DSG;Consumer;Partne

rs 

2016.9.22 The Trade Desk IPO上市 未透露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3 Redbird 0.00% 未透露 Air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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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23 Tuplejump 0.00% 未透露 Apple 苹果 

2016.9.23 
Analogix 

Semiconductor 
0.00% 5亿美元 山海创投 

2016.9.23 Gfycat 种子轮 1000万美元 

Alsop;Louie;Partners;斯

坦 福

Stanford;Pear;Ventures;

You;and;Mr;Jones 

2016.9.23 Anodot 不明确 800万美元 

Aleph;Venture;Capital;D

isruptive;Technologies;

LP 

2016.9.23 Gadgetwood 战略投资 600万美元 Carpediem;Capital 

2016.9.23 Linio 不明确 5500万美元 
Northgate;Capital;Kinne

vik;LIV;Capital 

2016.9.23 Operator B轮 1000万美元 

纪 源 资 本

GGV;Horizons;Ventures

维 港 投

资;Greylock;Partners;Ex

pansion;Venture;Capital

;Formation8;Morningside

;Ventures 

2016.9.23 roadtohealth 天使轮 4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2016.9.23 Uber F轮-上市前 未透露 马来西亚公共养老基金 

2016.9.23 Airbnb 战略投资 5.55亿美元 
Google;Technology;Cross

over;Ventures 

2016.9.23 CoLife 天使轮 100万美元 投资方未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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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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table_avow] 本报告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银河证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资格）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打算违反任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

管辖区域内的法律法规。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银河证券。未经银河证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

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复印本报告。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

其它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银河证券认为本报告所载内容及观点客观公正，但不担保其内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客户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所载内容反映的是银河证券在最初发表本报告日期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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