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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荐恒华等内生高成长个股以及车联网主题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8 月 29 日-9 月 2 日），计算机行业板块跌幅为 1.09%，市盈

率为 59.6X（TTM）。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21%，市盈率为 12.9X（TTM）。

创业板指下跌 0.86%，市盈率为 47.6X（TTM）。 

上周板块小幅调整，我们今年持续首推的恒华科技表现抢眼。上周

市场震荡调整，计算机板块小幅下跌 1.09%，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21%，

板块跑输大盘，符合我们的判断。我们预计市场短期仍以震荡调整为主，

以时间换空间，策略上建议优选内生成长性突出，长期前景好，估值水

平较低的个股，如恒华科技、康耐特、捷顺科技等，细分领域持续看好

车联网和智慧城市板块。  

继续首推恒华科技，公司是电改龙头，主业高速成长，定增开启公

司发展新阶段。就定增草案而言，我们认为，（1）拟定增兴义城市配电

网项目，是公司向发配售电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典型案例，标杆效

应显著；（2）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提升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可以

为兴义乃至全国的售电运营提供支持；（3）补充 6 亿流动资金，公司能

进一步提升营运能力，对推动公司售电侧业务具有重要的意义；（4）方

案增发对象为实际控制人，充分彰显了管理层对公司业务发展的信心。  

继续全市场独家推荐计算机行业 PPP 主题！我们认为，PPP 不仅适

用于基建、环保，智慧城市的落地项目开始增多；PPP 模式解决智慧城

市资金来源、项目回款等问题，项目推进也将加速；成本下行，收益明

确，企业对智慧城市 PPP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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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鑫龙、易华录、银江股份、达实智能、高新兴、佳都科技、飞利信、

数字政通、延华智能等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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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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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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回顾: 行业收入增速快速增长, 二季度行业收入增速为 17%，增

速创近六个季度新高。净利润增速保持平稳，今年二季度利润增速达到

32%，增速高于收入增速。销售和管理费用增速整体平稳，略高于收入增

速。高增长公司数量快速增加，车联网、云计算快速增长。智慧城市景

气度上升，上市公司盈利改善。金融 IT 板块净利润下滑较快，景气度向

下。自主可控板块实现稳定增长。行业整体估值水平已降至历史中位，

投资价值已显现。（详见中报回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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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重点新闻： 

 密歇根州可能为美国第一个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行驶的州 

 华为全联接大会即将召开，云计算产业受关注。 

 中国批准戴尔收购 EMC 的交易。 

 联通开展 NB-IoT 试商用，助推物联网发展。 

 华为与埃森哲联合发企业云计算解决方案。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千方科技：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公司股份 5%以上的法人股东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股份”）以均价 15.79 元减持公

司股份 781,200股，减持股份占总股份比例 0.07%，本次减持后，紫

光股份持股 4.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恒华科技：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24,251,069 股（含 24,251,069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85,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

资黔西南州兴义市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贵州省云计算数据中

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易华录 ：增资佛山中建交通联合投资

有限公司：根据设立时各股东签订的《建设南海区平东大道和长江路、

泰山路、林岳大道建设工程 BT项目出资协议书》约定，项目共需投

入资本金 8.9亿元，根据项目实际实施进展及资金需求，各股东按出

资比例同比例增资。为减少资金占用，避免浪费，拟采用分期增资形

式，第一期增资 3亿元，按约定的出资比例，易华录拟出资 3300万

元。任子行：筹划重大事项停牌：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任子行，股票代码：

300311）于 2016年 8月 29日（周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

超过 10 个交易日。光环新网：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持有公司

股份 5%以上的法人股东天津红杉资本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于

2016年 8月 12日、8月 19日、8月 26日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分别以均

价 36.88元/股减持 3,000,000股、 均价 37.00元/股减持 2,000,000

股 、均价 34.97元/股减持 8,770,000 股 。万达信息：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上海科创于 2013 年 8月 8日至 2016年 8月 29日期

间，通过二级市场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302,495股，

占公司股本的累计比例达到 1.0522%，减持均价 36.98元/股。减持后，

上海科创尚持有公司股份89,969,946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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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8 月 29日-9月 2日），计算机行业板块跌幅为 1.09%，市盈率为 59.6X（TTM）。

同期沪深 300上涨 0.21%，市盈率为 12.9X（TTM）。创业板指下跌 0.86%，市盈率为 47.6X

（TTM）。 

上周板块小幅调整，我们今年持续首推的恒华科技表现抢眼。上周市场震荡调整，

计算机板块小幅下跌 1.09%，同期沪深 300上涨 0.21%，板块跑输大盘，符合我们的判断。

我们预计市场短期仍以震荡调整为主，以时间换空间，策略上建议优选内生成长性突出，

长期前景好，估值水平较低的个股，如恒华科技、康耐特、捷顺科技等，细分领域持续

看好车联网和智慧城市板块。  

继续首推恒华科技，公司是电改龙头，主业高速成长，定增开启公司发展新阶段。

就定增草案而言，我们认为，（1）拟定增兴义城市配电网项目，是公司向发配售电综合

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典型案例，标杆效应显著；（2）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提升公司

提高核心竞争力，可以为兴义乃至全国的售电运营提供支持；（3）补充 6 亿流动资金，

公司能进一步提升营运能力，对推动公司售电侧业务具有重要的意义；（4）方案增发对

象为实际控制人，充分彰显了管理层对公司业务发展的信心。  

继续全市场独家推荐计算机行业 PPP 主题！我们认为，PPP 不仅适用于基建、环保，

智慧城市的落地项目开始增多；PPP 模式解决智慧城市资金来源、项目回款等问题，项目

推进也将加速；成本下行，收益明确，企业对智慧城市 PPP的积极性明显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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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鑫龙、易华录、银江股份、达实智能、高新兴、佳都科技、飞利信、数字政通、

延华智能等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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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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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报回顾: 行业收入增速快速增长, 二季度行业收入增速为 17%，增速创近六个季度

新高。净利润增速保持平稳，今年二季度利润增速达到 32%，增速高于收入增速。销售和

管理费用增速整体平稳，略高于收入增速。高增长公司数量快速增加，车联网、云计算

快速增长。智慧城市景气度上升，上市公司盈利改善。金融 IT板块净利润下滑较快，景

气度向下。自主可控板块实现稳定增长。行业整体估值水平已降至历史中位，投资价值

已显现。（详见中报回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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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一）板块表现回顾 

上周（8 月 29 日-9 月 2 日），计算机行业板块跌幅为 1.09%，市盈率为 59.6X（TTM）。

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21%，市盈率为 12.9X（TTM）。创业板指下跌 0.86%，市盈率为 47.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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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20.SZ 

600601.SH 

600734.SH 

002474.SZ 

300365.SZ 

300513.SZ 

300209.SZ 

300277.SZ 

002376.SZ 

300002.SZ 

科大国创 

方正科技 

实达集团 

榕基软件 

恒华科技 

恒泰实达 

天泽信息 

海联讯 

新北洋 

神州泰岳 

 

 

002308.SZ 

300177.SZ 

300202.SZ 

600476.SH 

002306.SZ 

300468.SZ 

300020.SZ 

300458.SZ 

300465.SZ 

300451.SZ 

威创股份 

中海达 

聚龙股份 

湘邮科技 

中科云网 

四方精创 

银江股份 

全志科技 

高伟达 

创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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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个时空信息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在渝签订 

【中国新闻网】8月 29日电 (钟旖)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与重庆市人民政府 29日共同签

署全国首个《时空信息大数据服务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四个方面开展合作，进一步发挥时空信息大数据的应用价值，提升服务

国计民生整体合力。一是双方将共同推进大数据信息的获取、处理与集合。二是双方将

通过大数据成果的推广应用促进跨省、跨部门的时空信息大数据高效集约利用，为开展

长江经济带、成渝城市群和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域动态监测、应急保障、社会服务等提供

保障。三是双方将协同研发时空大数据服务平台，为开展重庆时空信息大数据综合管理

服务、重庆安全隐患监管服务、长江经济带及成渝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等平台建设提供

基础服务支撑。四是双方将共同实施时空信息大数据统筹发展工作，开展大数据挖掘与

分析等关键技术攻关。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库热西.买合苏提认

为，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位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

区位优势突出，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批准戴尔收购 EMC 的交易 

【中国证券网】据外媒 31日报道，戴尔公司(Dell Inc.)周二表示，已取得中国监管机构

的批准，计划于 9月 7日完成收购 EMC Corp. (EMC)的交易。这笔金额达 600亿美元的交

易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并购案。合并后的公司将更名为 Dell Technologies，旨

在提供一站式服务向企业出售信息技术。戴尔期望使合并后公司成为云计算市场中一家

受欢迎的供应商，云计算市场正迅速增长。戴尔将面临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 

AMZN) AWS云服务的激烈竞争，后者在该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华为与埃森哲联合发企业云计算解决方案 

 

【it168 网站】华为与埃森哲在 HUAWEI CONNECT 2016全联接大会上联合发布企业应用云

化解决方案，共同提供已验证的基于华为 FusionCloud构建的企业 SAP和 Oracle云化方

案，为全球企业客户的核心应用云化提供一站式服务。2016年，华为-埃森哲战略联盟解

决方案中心正式在深圳、米兰和马尼拉落成。通过这些解决方案中心，华为与埃森哲的

云专家们可以针对客户需求，为客户研发新的云解决方案、进行概念验证和提供应用案

例，第一时间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更好地支持全球业务的开展。数字科技公司 Solium(现

已并入埃森哲伊比利亚云业务分部)与华为在 SAP HANA方面进行合作，为客户提供基于

消费的云服务模式，主要服务于西班牙金融业客户，同时也为来自能源、消费品、通信

和高科技等行业的公司提供服务。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http://m.10jqka.com.cn/stockpage/usa_AMZN/#refCountId=R_574f890e_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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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汽车产业规划预计年内发布 

【财华智库网】据经济参考报消息，多个权威渠道透露，经过前期研究和制定，智能汽

车技术标准和产业规划目前已基本成型，预计将在年内正式发布。据相关专家和企业介

绍，技术标准会对智能汽车产业涉及的自动驾驶、车联网、物联网等诸多技术，制定安

全、可靠、统一的行业标准;产业规划则将根据产业趋势，确定未来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

目标、技术路线图、重点技术，以及重大专项工程等内容。业内普遍认为，随着智能汽

车产业相关推进政策的落地，汽车、交通、运输三大产业将集体步入产业升级期。相关

市场有望扩容至万亿规模，自动驾驶、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则将成为新的创投热点。 

 

美国密歇根州或将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新浪科技】北京时间 8月 29日早间消息，密歇根州即将对一项法案举行听证会，并可

能很快成为美国第一个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行驶的州。许多公司已在美国全国各地的

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汽车测试，但车里都会安排一位驾驶员时刻待命，以备遇到危险时

及时接管，操控汽车的运行。现在密歇根州的一项法案提议，将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而无需有人坐在方向盘后接管汽车。该州的一项法案提议，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该

法案的提出旨在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措施，留住和吸引企业在该州从事自动驾驶汽车的研

究和开发。州参议院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在星期三举行该法案的听证会，支持者称已获得

两党支持，法案的通过易如反掌。去年，在美国公路上因交通事故而丧生的人数超过 35000

人，美国安全监管机构认为，其中 94%的事故是因司机失误所导致的。 

 

百度无人车获上路牌照 雷达成本将从 50 万降至 3 万 

【新浪财经】百度 2016年世界大会今日举行，在下午的无人车分论坛上，百度高级副总

裁、自动驾驶事业部负责人王劲围绕百度无人车的最新进展进行了主题演讲。王劲表示，

百度无人车的发展会继续沿着对汽车行业三大趋势进行，这三大趋势即电动化、共享化

和智能化，而百度方面会优先实现智能化——核心是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王劲还强调

了在智能驾驶方面百度与传统车厂实现路径方面的区别。“传统车厂的辅助驾驶，因为

比较注重成本，用的传感器比较廉价，安全方面可能是逐步去提升的，造成进展会比较

缓慢。百度直接走 level4等级，一开始就用非常昂贵的传感器、多种传感器，不计代价

首先保证安全性，再逐步降低硬件成本。”这位百度无人车负责人还举例称，目前用于

百度无人车的 64线激光雷达去年的价格是 10万美元，是目前最先进的雷达之一，但就

在今年已经降到了 8万美元，而就在最近与福特 1.5亿美元共同投资 LIDAR后，百度的

目标是将 8万美元的激光雷达成本降低到 500美元。此外还会被不断降低的成本来自无

人驾驶所需的服务器，据王劲透露，去年百度无人车服务器成本为 20万元，但今年已经

降到了几分之一。“百度相信 5年内，无人车能降到合理的价格内，但大前提是充分保

障安全性。”在演讲中，王劲还首次对外宣布在美国获得了加州政府颁发的全球第 15张

无人车上路实验牌照，目前百度无人车在硅谷有百人规模的团队，在中国则有北京、上

海和深圳三地的研发团队。此外，截至目前为止，百度无人车还和芜湖、上海汽车城和

乌镇达成了地区共建方面的合作，未来还将不断扩大，目的是打造一个无人车生态产业。

最后，王劲公开了目前百度无人车团队在攻克的十大技术，包括环境感知、行为预测、

规划控制、操作系统、智能互联、车载硬件、人机交互、高精定位、高精地图和系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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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这都是百度无人车团队目前在攻克的核心技术领域，王劲称在无人车的研发投入上

成本非常大，但不会设上限。 

 

福特与百度 1.5 亿美元投资硅谷无人驾驶技术公司 

【新浪科技】北京时间 8月 17日早间消息，福特和百度周二宣布，将分别向硅谷激光雷

达技术厂商 VelodyneLiDAR投资 7500万美元。激光雷达是无人驾驶汽车的关键元件。这

笔资金将被用于加速下一代激光雷达的开发和制造。去年，福特宣布将 FusionHybrid无

人驾驶汽车的总数从 10辆增加至 30辆。福特此次表示，该公司全自动驾驶汽车车队的

规模已超过了其他所有汽车厂商。在亚利桑那州 ProvingGround 和密歇根大学的 Mcity，

福特已在测试车辆中安装了 Velodyne 的激光雷达。福特 CEO 马克·菲尔兹（MarkFields）

表示，福特还计划将硅谷研发团队的规模扩大至超过 300人。去年，福特开始在加州帕

洛阿尔托建设最新的自动驾驶研发中心。 

 

京东发布国内首辆无人配送车 明年将有望大规模商用 

【腾讯科技】京东集团对外宣布，由其自主研发的中国首辆无人配送车已经进入道路测

试阶段，10月份即将开始试运营，明年有望进行大规模商用。这也标志着，继用无人机

解决农村电商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后，京东又在变革城市配送模式上前行了一大步。负

责智慧物流研发的京东 X事业部总裁肖军表示，目前中国城市物流体系严重依赖人力，

特别是从配送站到用户手中的这段距离，需要大量配送员的辛勤劳动。京东无人配送车

可以实现针对城市环境下办公楼、小区便利店等订单集中场所进行批量送货，其出色的

灵活性和便捷的使用流程将大幅提升京东的配送效率。随着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各个行

业都需要不断提升效率、节省人力成本。相信京东的创新不仅能给自身和用户带来价值，

成为京东高速成长的驱动力，更会带动整个中国物流和装备行业的发展进步。 

 

世界首辆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新加坡上路 

【中国证券网】今日世界首个无人驾驶出租车 nuTonomy，在新加坡正式开始营运载客，

乘客可以用智能手机免费预约。据 TechWeb报道援引外媒 8月 25日消息，nuTonomy，是

一家从麻省理工学院分离出来的创业公司，专门从事开发无人驾驶出租车。虽然包括谷

歌和沃尔沃在内的多家公司，早已在马路上进行了自动驾驶测试。但是，nuTonomy 却是

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自动驾驶汽车。做为劲敌的 Uber，也计划在美国匹兹堡同样开启此

项服务。目前，nuTonomy 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行驶范围限制在 2.5 平方英里的商业住宅区

内，载客也被限制在特定区域。乘客也必须通过审核邀请，才能乘坐 nuTonomy。现在已

有 12名人员通过审核，公司计划人数在这几个月内，扩大到上千人。 

 

（三）物联网 

2016Esri 中国用户大会 

【重庆晚报】国内空间信息技术领域的知名盛会——第十四届 Esri 中国用户大会将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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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9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大会的规模已经从 1994 年第一届的 200人一路飙

升到现在的每年近 6000 人到场参与。今年用户大会的主题是“GIS——开启更加智能的

世界(GIS – Enabling a Smarter World)”。 

 

东方风电与 SAP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电缆网】东方风电与 SAP公司于 30日下午，在公司总部举行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公司总经理陈军、集团公司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启德、SAP中国区副总裁 DanielGoettert

出席仪式。陈军、DanielGoettert 分别代表东方风电、SAP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DanielGoettert表示，SAP公司与东方风电在工业 4.0 领域解决方案的全面合作，

将加快东方风电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的战略转型。SAP公司将调动公司技术领域的各种资

源为东方风电信息化建设保驾护航，希望通过本次合作能够将 SAP解决方案在东方风电

落地生根，并取得良好的项目效果，成为在业内的样板工程。陈军表示，东方风电与 SAP

公司建立业务关系以来，双方在企业信息化、工程建设提升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

希望双方在“中国制造 2025”大的政策背景下，加快实现“智慧风电”的战略发展目标。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将进一步加强物联网、智能云服务在风电设备的智能制造、智能

服务和智能管理方面应用的研究，通过双方的深入合作，以加快实现对风机设备的研发

设计、产品制造、安装调试、故障预警等业务流程的覆盖和优化，提高风电设备的安全

性和利用率，增强东方风电的市场竞争力。 

 

农业农村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发布 聚焦农业物联网应用 

【中国资本证券网】9月 1日从农业部获悉，农业部印发《“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

化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发展目标，到 2020年，“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面深度

融合，信息化成为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先导力量。规划提出，生产智能化水平要

大幅提升。核心技术、智能装备研发与集成应用取得重大突破，大田种植、设施园艺栽

培、畜禽水产养殖、农机作业、动植物疫病防控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适宜农业、方便

农民的低成本、轻简化、“傻瓜”式信息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应用比例达到 17%。规划提出五大主要任务，包括加强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融合应用，

促进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推动农业政务信息化提档升级，推进农业农村信息服

务便捷普及，夯实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支撑基础等。规划还提出八大重点工程，其中农

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包括，选择基础较好、行业和区域带动性强、物联网需求迫切的

地区，以企业为主体，鼓励产学研联合，以“全要素、全过程、全系统”理论为指导，

中试和熟化一批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智能装备和解决方案，推广一批节本增效农业物

联网应用模式，提高农业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开展农业物联网技术集成

应用示范，构建理论体系、技术体系、应用体系、标准体系。“十三五”期间，选取农

产品主产区、垦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大型基地，建成 10个试验示范省，100个农

业物联网试验示范区，建设 1000 个试验示范基地。 

 

多地开展 NB-IoT 试商用 物联网成转型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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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股战场】在 2016年中国智能终端技术大会暨中国智能硬件开发者大会上，中国联

通网络技术研究院物联网研发中心总监胡云表示，今年是联通的 NB-IoT(窄带蜂窝物联

网)试点年，明年是商用元年。目前大规模 NB-IoT外场实验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同时，

中国联通今年在上海会建设千站规模，可以满足整个上海主城区覆盖。机构认为，国内

NB-IoT 的行业标准将于今年底发布，2017年初可规模商用。目前 NB-IoT标准获得国际

组织 3GPP通过，标准化工作的完成，意味着 NB-IoT即将进入规模商用阶段，将对物联

网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SK 电讯的物联网野心，Lora 服务价格仅为 LTE-M十分之一 

 

【网易财经】上个月，这家韩国电信运营商推出了其 LoRaWAN 网络，覆盖该国 99%的人口，

而就在这一公告的短短四天前，荷兰电信运营商 KPN刚刚宣布推出了全国性的 LoRaWAN

网络。由全球 LoRa联盟支持的 LoRaWAN技术，针对低带宽和设备寿命周期进行了优化。

SK 电讯从现在到 2017年间，将投资 1000亿韩元（890万美元）用于网络、平台和 app

开发，并设下了超过 400万连接设备的目标。SK电讯已宣布其基于 LoRaWAN网络的物联

网服务的价格计划，这一“Band IoT”计划包含 6个不同的层级，从 Band IoT 35（350

韩元/月）到 Band IoT 200（2000 韩元/月）价格不等，主要取决于数据使用量（具体请

见下面的图表），无论是企业用户还是个人用户都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SK电讯表

示，Band Lora是十分经济实惠的，其价格仅为 SK电讯 LTE-M网络（SK电讯已于今年 3

月推出了全国性的 LTE-M网络）物联网服务的十分之一，因此预计将会大幅降低不少初

创公司和中小型企业的的成本负担。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VISA 将首次测试区块链结算支付系统 

【网易手机】国际信用卡组织 Visa日前宣布，将把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应用到银行

间结算和支付领域。这项测试将通过 Visa伦敦创新中心 Visa Europe Collab进行，后

者将与加拿大区块链技术初创公司 BTL Group展开合作。Visa 计划使用 BTL的银行间结

算平台 Interbit，来评估区块链技术能否为银行间的国际转账降低成本、结算时间和信

贷风险。到目前为止，Visa研究区块链技术已有 18个月时间。Visa认为，近年来银行

业对于电子货币的看法已经改变，他们不再是一味的怀疑，而是积极寻求通过电子货币

的技术基础帮助银行系统进行升级。而区块链和电子货币可以在加快交易的基础上，保

护银行的数据免遭欺诈和黑客攻击。 

 

区块链服务商布比完成 3000 万元 Pre-A 轮融资 

 

【科技讯】布比（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比）已经于 6月完成 3000万元

Pre-A轮融资，由启赋资本、招商局创投、创新工场、万向分布式资本、界石创投等投资

机构联合投资。布比之前已获得点亮资本、互联创投基金等机构的天使轮投资。至此，

布比累计融资已近 4000万元。布比提供商业级区块链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已经拥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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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核心专利技术，开发了高可扩展高性能的区块链平台，具备快速构建上层应用业务

的能力，满足大规模用户数量的场景。布比创始人兼 CEO蒋海博士表示，区块链的核心

价值在于构建可信任的多中心体系，从而提高信任传递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布比专

注于区块链技术和产品创新，布比区块链已经应用于数字资产、贸易金融、股权债权、

供应链溯源、公示公证、数据安全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新一代价值流通网络。 

 

（五）其他 

银联云闪付开通支持 Mi Pay 服务 

【中国资本证券网】9 月 1 日，中国银联联合近 20 家商业银行与小米公司共同宣布，即

日起银联云闪付正式开通支持 MiPay 服务。银联卡持卡人可将银联卡添加到具备 MiPay

功能的小米手机上，轻松管理和使用自己的银联卡，随时随地享受银联云闪付安全便捷

的支付体验。 银联“云闪付”系列产品融合了 NFC、HCE、TSM 和 Token 等各类支付创

新技术应用，可通过智能手机终端实现“空中发卡、非接闪付、网上支付”。银联正在

联合产业链各方加速完善线下线上受理环境，逐步覆盖各类日常消费场所。日前，广州

地铁 APM 线、上海强生出租等多地公交便民领域也已可使用银联云闪付便捷出行，部分

已升级商户使用云闪付交易 300元以下免输密码无需签名，交易更便捷。 

 

新疆地理测绘启用新型卫星定位系统可与“北斗”对接 

 

【新华网】新华社乌鲁木齐 8月 30日电(记者于涛)由新疆测绘地理信息局组织实施的新

疆卫星定位连续运行服务系统(XJCORS)顺利通过验收，并于 29日正式启动运行。该系统

基站网络覆盖全疆 90%以上国土面积，可与我国“北斗”卫星实施对接。新疆测绘地理信

息局党组书记平新来介绍，“XJCORS”集大数据处理、云服务、网络技术、智能位置服

务为一体，测绘定位信息可实现厘米级、毫米级。该系统基准站接受机设备及数据中心

核心软件均为国产，在国家安全上做到国内领先。不仅如此，该系统启用后，可对接“北

斗”卫星，实现了新疆地理测绘基准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为新疆建设智慧城市、智能

交通、精准农业、现代物流、实时通讯等提供高精度的卫星定位和位置导航服务，并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XJCORS”是“十二五”期间中央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项

目之一，2013 年 9 月启动建设，投资 4305 万元，于今年 4 月开始试运行。目前已有 91

家单位进行了注册，由“XJCORS”提供实时定位服务和静态定位服务。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神州数码: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1,025.35万元，同比增长 5485.05%。实现归属于母公

http://m.10jqka.com.cn/stockpage/usa_NTIP/#refCountId=R_574f890e_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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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83.67万元，同比增加 1005.88%；基本每股收益 0.4535元。 

 

佳都科技: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4,495,476.33 元，同比增长 4.4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45,132.47元，同比增加-94.92%；基本每股收益 0.0005元。 

 

中国软件: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98亿元，同比增长 30.47%；实现利润总额-9,284.94

万元，同比增加 1,828.84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409.95万元,同比增加

2,290.66万元。 

 

天夏智慧：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7,298,591.73 元，同比增长 54.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3,523,830.98元，同比增加 27,961.35%；基本每股收益 0.0771元。 

 

浩丰科技：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4,467,326.63 元，同比增长 10.2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338,153.23元，同比增加 19.62%；基本每股收益 0.16元。 

 

长城信息：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6,815,393.31 元，同比增长-9.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9,512,594.84元，同比增加 48.43%；基本每股收益 0.0730元。 

 

太极股份：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01,993,314.30元，同比增长 34.26%。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6,903,005.73元，同比增加-959.28%；基本每股收益-0.0484元。  

 

四川金顶：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527,332.59元，同比增长 41.6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981,733.65元，同比增加 9.65%；基本每股收益 0.04元。 

 

同方股份：201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55,488,519.09元，同比增长 0.90%。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6,883,324.65元，同比增加 462.21%；基本每股收益 1.6724元。 

 

任子行：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涉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任子行，股票代码：300311）

于 2016 年 8月 29日（周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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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软件：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92,000.00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5,000万股（含 5,000万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金融云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能源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创业软件：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安丰投资和浙江安丰分别于 2016 年 5月 25日至 2016年 8月 2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共计 2,22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2%，其中安丰投

资共计出售 1,5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30%。 

 

禾盛新材：董事长辞职 

赵东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在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所任职务，赵东明先生辞职后仍将继续担任子公司的相关职

务。 

 

千方科技：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公司股份 5%以上的法人股东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股份”）以均价 15.79

元减持公司股份 781,200股，减持股份占总股份比例 0.07%，本次减持后，紫光股份持股

4.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万达信息：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上海科创于 2013年 8 月 8日至 2016年 8月 29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302,495股，占公司股本的累计比例达到 1.0522%，减持均价 36.98

元/股。减持后，上海科创尚持有公司股份 89,969,946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8.73%。 

 

恒华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24,251,069股（含 24,251,069股），本次非

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5,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

于投资黔西南州兴义市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贵州省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和

补充流动资金 

 

朗科科技：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成晓华先生于 2016年 8月 30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 150万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28%，本次减持后，成晓华先生仍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由公司第三大股东变为公司第四大股东。 

 

四方精创：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Systex Solutions (HK) Limited 于 8月 29日、30日分别通过大

宗交易的方式坚持公司股票 500,000股和 700,000股共计 1,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1.15%，本次减持后 Systex Solutions持有公司 18,71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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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 

 

延华智能：董事长辞职 

因其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胡黎明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成员、总裁职务，辞职后胡黎明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佳创视讯 ：关于筹划重大投资事项停牌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对外投资事项。

拟投资标的公司属于软件行业企业，主营业务为 IPTV机顶盒、智能机顶盒、互联网智能

电视等终端的电视游戏产品、游戏平台开发及运营等业务，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约不

超过人民币 2亿元，交易方式为现金收购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金证科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于 2016年 9月 1 日接到通知，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公司高管增持计划专用账户

（平安证券金牛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入公司股票 4,629,000股，

成交金额合计 142,662,803.23元，交易均价 30.8194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544%。 

 

光一科技：重大经营合同中标 

2016年第二批协议库存物资招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XMZB-WZ1608）中标单位，公司中

1 个包，产品为接地短路故障指示器（二遥型），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266.65万元。相

关合同根据中标通知书将在 30日内签订，履行期限以具体签订的合同为准。 

天源迪科：公司出售资产 

公司已于 2016年 8月 30日分别与兴森科技、元明科技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兴

森科技、元明科技分别拟使用现金购买公司所持有深圳市鹏鼎创盈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1,000万股股权，交易对价为 1,800万元。 公司本次出售鹏鼎创盈总股份数为

2,000万股，总交易对价为 3,600 万元。 

 

易华录 ：增资佛山中建交通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设立时各股东签订的《建设南海区平东大道和长江路、泰山路、林岳大道建设工程

BT 项目出资协议书》约定，项目共需投入资本金 8.9亿元，根据项目实际实施进展及资

金需求，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为减少资金占用，避免浪费，拟采用分期增资

形式，第一期增资 3亿元，按约定的出资比例，易华录拟出资 3300万元。 

 

川大智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 

游志胜先生于 2016年 6月 22日、9月 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分别减持公

司股份 51.75万股和 160万股，累计减持占公司总股本的 0.94%。本次减持后，游志胜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18,068,0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1%。本次变动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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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创股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6年 9月 2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16年 9月 2日为授予日，向 97名激励对象授

予 1,176.60 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包括：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长城电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公司于 2016年 9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

1,502,165,589股股份吸收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18,309,984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64,263,803股新股募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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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09/05)周一 (09/06)周二 (09/07)周三 (09/08)周四 (09/09)周五 

 
 软控股份召开 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星网锐捷限售股份解禁 
辰安科技召开 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维图新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解锁 

英飞拓限售股 

华润万东召开 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捷顺科技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励股份解锁  

立思辰限售股解禁     

华力创通限售股解禁     

资料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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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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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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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判断，银河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内容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但银河证券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及时

更新本报告涉及的内容并通知客户。银河证券不对因客户使用本报告而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银河证券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以确保本报告涉及的内容适合于客户。银河证券建议客户如有任何疑问应当咨

询证券投资顾问并独自进行投资判断。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内容适合客户，

本报告不构成给予客户个人咨询建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银河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银河证

券不对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

报告的任何部份，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银河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

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银河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

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银河证券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银河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银

河证券客户才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银河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均为银河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银河证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联系 

[table_contact]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 机构请致电： 

上海浦东新区富城路 99号震旦大厦 26 楼 深广地区：詹璐 0755-83453719zhanlu@chinastock.com.cn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中心商务大厦 26 层 海外机构：李笑裕 010-83571359lixiaoyu@chinastock.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北京地区：王婷 010-66568908wangting@chinastock.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海外机构：刘思瑶 010-83571359liusiyao@chinastock.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上海地区：何婷婷 021-20252612hetingting@chinastock.com.cn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http://www.chinastock.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