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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望开门红，重点关注无人驾驶车联网和消费

金融主题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继续调整，下跌 0.62%，同期沪深 300上涨 0.08%，创业

板下跌 0.13%，符合我们的判断。我们重点推荐的消费金融板块继续表现

优异，新力金融和新开普涨幅排名前五，另外我们车联网首推标的索菱

股份员工持股完成，涨幅也排名前五。我们认为，经过前期调整，预计

短期有望企稳反弹，重点关注消费金融、无人驾驶车联网等领域的投资

机会。 

 

Autopilot 2.0 正式发布，CES 开幕在即，无人驾驶车联网主题有望成为

市场关注焦点。16年最后一天，tesla 宣布开始在 1000辆汽车上推送软

件更新，更新主要包括前方碰撞预警、自动转向和交通感知巡航控制等

功能，向无人驾驶再迈出重要一步。另外，1月 5-8 日，一年一度的 CES

展将开幕，汽车科技将是重头戏。海外媒体报导约 20%的秀场会贡献给

汽车科技，同时跟自动开始有关的展示间多达 10 场，同比增加 42%。

无人驾驶车联网主题重点看好索菱股份、捷顺科技、千方科技、四维图

新、东软集团、路畅科技等。 

 

电子商务十三五规划鼓励消费信贷，消费金融牌照增至 21 家。日前，由

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和发展改革委联合制定的《电子商务“十三五”发

展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强调，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

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设立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规范开展消

费信贷服务。电商天然具备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用户和数据资源，政策

扶持将推动电商类消费金融企业加速发展。12月 31日，湖南日报报道湖

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湖南本土首块、全国第 21块消费

金融牌照，短短半个月时间增加 3 张消费金融牌照。继续首推消费金融

板块，银行系、场景和风控占优企业值得重点关注，重点看好康耐特、

奥马电器、二三四五、海立美达、新大陆、新开普等。 

 

另外，能源互联网、云计算大安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ppp 等领域继

续看好，建议重点布局真正的绩优成长股。能源互联网领域重点看好恒

华科技，关注远光软件、泰豪科技等；云计算大安全领域，重点看好银

信科技、齐心集团、绿盟科技、丰东股份、东方通、常山股份、蓝盾股

份等；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看好同花顺、思创医惠、东方网力、科大讯

飞、京山轻机等；智慧城市 ppp 领域，重点看好天夏智慧、易华录、广 

联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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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重点新闻： 

 

 世界物联网大会北京峰会在京举行 

 央行对区块链热情不减 OKLink 汇款网络进军欧洲市场 

 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蚂蚁金服发布新型智慧城市白皮书 

 第六届云计算标准和应用大会见证中国云计算标准落地 

 金融信息第一案落锤 同花顺被判停售抄万得产品 

上周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四维图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图新投资（香港）科技有限公司与 Oriental 

Power Holdings Limited（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

于荷兰设立的 SIWAY Coöperatief U.A.。，其中，图新香港对 SIWAY 的

出资金额预计不超过 9,700万欧元，占 SIWAY 40%的权益；Oriental Power 

对 SIWAY 的出资金额不超过 4,400 万欧元，占 SIWAY 18%的权益。并通过

SIWAY Coöperatief U.A.（以下简称“SIWAY”）收购位于荷兰的 HERE 

International B.V. 10%（以下简称“HERE”）股份。HERE 是世界领先

的汽车导航电子地图服务商，其核心业务为通过其丰富的地图数据和核

心的位置平台为汽车、消费者和企业客户提供位置服务和解决方案，其

地图数据覆盖约 200 个国家，超过 4,600 万公里。思创医惠：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30,075,186 股，发行价格为 19.95 元/股，本次新

增股份将于 2017年 1月 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60.7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2,273,584.32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587,726,376.38 元。易华录：2016 年 12 月公司成为“蓬

莱市“智慧蓬莱”建设运营 PPP 项目”成交单位，并签署了合同，项目

总投资 124,262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需由成交单位和当地政府共同出

资成立蓬莱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 SPV 公司”），

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蓬莱 SPV 公司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其

中，易华录认缴出资 22,500 万元，持股 90%。本次投资款项来源于公司

自有资金。银信科技：公司拟参与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包头农商银行”或“标的”）增资扩股，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21,780

万元投资认购不超过 9,900 万股标的股份。康耐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在 2017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此额度内

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银行申请借款，授信期限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天喻信息：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收到 2016 年

度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1,536,000元。

至今，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武汉天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擎动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湖北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果核科技有限公司、武

汉天喻聚联网络有限公司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2,269,800元，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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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计算机板块继续调整，下跌 0.62%，同期沪深 300上涨 0.08%，创业板下跌 0.13%，符合

我们的判断。我们重点推荐的消费金融板块继续表现优异，新力金融和新开普涨幅排名前五，

另外我们车联网首推标的索菱股份员工持股完成，涨幅也排名前五。我们认为，经过前期调

整，预计短期有望企稳反弹，重点关注消费金融、无人驾驶车联网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Autopilot 2.0 正式发布，CES 开幕在即，无人驾驶车联网主题有望成为市场关注焦点。16

年最后一天，tesla 宣布开始在 1000辆汽车上推送软件更新，更新主要包括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转向和交通感知巡航控制等功能，向无人驾驶再迈出重要一步。另外，1月 5-8 日，一

年一度的 CES展将开幕，汽车科技将是重头戏。海外媒体报导约 20%的秀场会贡献给汽车

科技，同时跟自动开始有关的展示间多达 10 场，同比增加 42%。无人驾驶车联网主题重

点看好索菱股份、捷顺科技、千方科技、四维图新、东软集团、路畅科技等。 
  
电子商务十三五规划鼓励消费信贷，消费金融牌照增至 21 家。日前，由商务部、中央网信

办和发展改革委联合制定的《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强调，在依法

合规的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设立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

规范开展消费信贷服务。电商天然具备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用户和数据资源，政策扶持将推

动电商类消费金融企业加速发展。12月 31日，湖南日报报道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湖南本土首块、全国第 21块消费金融牌照，短短半个月时间增加 3张消费金融

牌照。继续首推消费金融板块，银行系、场景和风控占优企业值得重点关注，重点看好康耐

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海立美达、新大陆、新开普等。（详见每周发布的消费金融周报） 
  
另外，能源互联网、云计算大安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ppp 等领域继续看好，建议重点布

局真正的绩优成长股。能源互联网领域重点看好恒华科技，关注远光软件、泰豪科技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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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盾股份等；人工智能领域，重点看好同花顺、思创医惠、东方网力、科大讯飞、京山轻机

等；智慧城市 ppp领域，重点看好天夏智慧、易华录、广联达等。 

 

二、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一）板块表现回顾 

过去一周（12 月 26 日- 12 月 30 日），计算机行业板块跌幅为 0.32%，市盈率为 46.9X

（TTM）。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37%，市盈率为 12.8X（TTM）。创业板指上涨 0.14%，

市盈率为 40.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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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11.SZ 任子行 -21.40  603025.SH 大豪科技 14.09  

300209.SZ 天泽信息 -9.99  300248.SZ 新开普 11.28  

002027.SZ 分众传媒 -6.18  002766.SZ 索菱股份 8.57  

002405.SZ 四维图新 -5.70  300458.SZ 全志科技 7.84  

300448.SZ 浩云科技 -5.59  300508.SZ 维宏股份 6.66  

300245.SZ 天玑科技 -5.42  002512.SZ 达华智能 6.66  

300002.SZ 神州泰岳 -5.33  002331.SZ 皖通科技 6.02  

600588.SH 用友网络 -4.84  300277.SZ 海联讯 5.88  

300191.SZ 潜能恒信 -4.66  300167.SZ 迪威视讯 5.51  

300036.SZ 超图软件 -4.61  300330.SZ 华虹计通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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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成立 

中国证券网讯 记者 12 月 26 日从科技部获悉，为落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管理任

务，充分发挥专家在项目过程管理中的作用，保障专项任务顺利实施和任务目标的实现，科

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于日前在北京召开“云计算和大数据”等 10个高新领域的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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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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成立大会。 

会后，“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梅宏组长主

持，高技术中心专项办相关同志以及 19 位专家组成员参与了会议。会上，专项办负责人向与

会的专家颁发了聘书，每位专家组成员还签署了《高技术中心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专家承诺

书》。随后专项办负责人介绍了专项管理方案、2016年立项以及 2017年项目申请受理等情况；

梅宏组长对“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的总体任务及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释，使专家组

成员对专项目标、主要任务、资金需求以及任务部署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未来开展

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最后，专家组成员对专项的实施和管理进行了认真讨论，对专项任务

进行了具体分工。 

 

上海市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创新中心在上海交大成立 

为使大数据产业建设由“为政府管理服务驱动”转换“为市民服务驱动”，上海市大数

据技术与应用创新中心今天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心将建设大数据软件开源社区和政务大

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打造大数据产业智库，推动上

海大数据产业发展。   

 

长沙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望城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长沙

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推动长沙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构建长沙智能制造云平台、文化

创意云平台和商贸物流云平台，推动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全国云计算应用示

范基地。 

 

中国首个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贵阳正式上线运行 

中新网 12月 28 日电 中国首个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即贵州公共资

源交易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 28 日正式上线运行。贵州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依托

覆盖贵州省的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进行开发建设，经历了系统融通、数据汇聚和

分析应用三个阶段。 

贵州省形成了全省“一张网络覆盖、一套流程交易、一个规则主导、一库专家共享、一

证全省通用”的全覆盖、全联通、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新格

局。该平台在打通和数据精准实时汇聚的基础上，以数据理政、数据监管、数据服务为主题，

从市场主题交易行为、宏观经济趋势预测、交易服务效能评估、交易价格合理性分析、市场

交易主题集中度、参与交易竞争活跃等多个维度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开展深度分析、预警、

监测，充分发挥交易大数据“照妖镜、风向标、晴雨表”的作用。 

 

第六届云计算标准和应用大会见证中国云计算标准落地 

12月 2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工业标准二部指导，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主办，华为、英特尔、数人云、DMTF

协办，新华三集团、网宿科技、海云捷迅、云宏、Hyper 提供支持的第六届中国云计算标准和

应用大会在京成功召开。来自工信部、国标委、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代表、中国标准组织、

学术界代表、云计算标准工作组成员、中国开源云联盟成员、行业用户代表，以及媒体代表

等共计 300余人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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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全国信标委云计算标准工作组和中国开源云联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稳步

开展了大量的云计算标准化工作，积极推动了我国云计算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产业发展，推进

了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的编制和落地实施等工作。 

 

2016 年全球云基础设施设备市场将达 700 亿美元 

12月 29日，Synergy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3Q16惠普企业和思科持续领先云基础设施设备

市场，合并之后的 Dell EMC 挑战前二的位置。同时，随着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持续大量投

资建设数据中心，ODM厂商份额不断扩张。微软和 IBM也进入了顶级云基础设施设备商名单。 

 

玉溪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正式启动 云南云产业发展迈入新篇章 

12月 30日消息，玉溪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正式启动暨运营新闻发布会”在云南玉溪市九

龙片区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大楼前举行。玉溪市市委书记罗应光，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德

华，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陆林、华为公司企业云业务部相关负责人，云南省 8 个厅局、

玉溪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企业代表，媒体共同见证了玉溪华为云计算

数据中心启动仪式。 

（二）车联网无人驾驶 

挪威拟于 2017 年批准无人驾驶汽车路测 

据外媒报道，挪威政府欲在明年春天通过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在国内道路上进行测试的法

案。 

得益于政府的各项补贴，挪威是特斯拉电动汽车最大的市场之一。特斯拉 10月曾表示，

他们将在新车型上搭载诸多硬件，例如摄像头、雷达等，以确保车辆能达到完全自动驾驶。 

允许自驾车测试的举措旨在为挪威科技公司提供竞争优势。在全球油价暴跌的大背景下，

挪威相关产业同样受到影响，该国政府希图走上一条让本国海洋石油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挪威交通运输部表示，政府正在发布一项关于对新法案进行磋商的建议，目的是于 2017

年春在议会通过法案。此外，交通运输部于 22 日发表的声明中还提及：“这项法案的目的在

于，在保证交通安全和个人信息的完整性的同时，促进在挪威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当

然，只有技术成熟的系统才会被批准进行测试，且自动驾驶汽车会被渐渐引入。” 

 

四维图新联手腾讯入股 HERE 加码车联网 

中国地图服务商四维图新及背后的股东腾讯终于“追”到了原诺基亚旗下的地图业务

HERE。通过资本联姻，四维图新及腾讯将与 HERE共同开拓中外市场。 

四维图新（002405.SZ）发布公告称，将与腾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共同出资收购荷兰

地图服务商 HERE 10%的股份。交易金额以 HERE 的企业价值 31 亿欧元为基础，再根据交割日

HERE的负债、现金等指标确定最终的股权价值。 

具体操作方式上，四维图新、腾讯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将共同出资在荷兰新成立一家

公司 SIWAY，由 SIWAY 收购 HERE 的股权。其中，四维图新、腾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股

分别为 40%、18%、42%。 

 

福特掀起“头脑风暴” 使用无人机为汽车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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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近日报道，福特汽车公司近日表示，其正在研究一个新系统，使用无人机来协助

城市及越野环境下的自动驾驶汽车行驶。 

无人驾驶汽车发射出的无人机能感知到汽车传感器观察不到的驾驶周边环境。汽车的乘

客可以通过车内的信息娱乐系统和导航系统来控制无人机。福特技术、调研及创新传播经理

Alan Hall 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无人机能带领汽车行驶在森林或越野环境中。” 

 

适应车联网发展需求 新国标《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发布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等 292 项国家标

准，其中包括两项交通管理方面的国家标准。在交通管理方面，道路交通信号灯两项国家标

准全面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进一步规范和提升我国道路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与应用

水平，适应当前道路交通管理新需求和未来智能交通发展新形势。《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

安装规范》新增了潮汐车道、行人二次过街信号灯的位置、形式和要求，《道路交通信号控

制机》新增了系统安全功能要求，提高了信号机对外部非法接入、网络异常情况的防护性能，

适应未来车联网发展需求和关键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 

 

美国车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 Commsignia 获得新一轮融资 

12 月 29 日消息，美国车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 Commsignia 宣布获得新一轮融资，此次交

易规模尚未披露，本轮融资由 OTP-Day One Seed Fund 以及 Credo Ventures 联合领投。据创

投时报了解，Commsignia 计划利用本轮资金扩充公司团队，并在全球主要汽车产业城市开设

办事处。 

据创投时报项目库数据显示，Commsignia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家车联网解

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协同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开发、制造以及销售，其中包括 V2V(车对

车)通讯技术、V2P(车对人)通讯技术以及 V2I(车辆对基础设施)通信技术。 

 

宇通客车领先完成车联网统一服务平台 

12月 29日消息，作为中国客车行业领导品牌，宇通客车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技术的推广。

近日，宇通新能源监控平台完成各项测试，率先实现与国家平台的对接，这标志着今后宇通

销售的所有新能源客车，可通过该平台对整车及动力电池等关键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

测和管理。 

 

极豆车联网亮相美国 CES 车联网或将迎来爆发节点 

12 月 30 日消息，CES 2017 自动驾驶及车联网将成最大看点。从目前摩拳擦掌的各大厂

商所透露的信息来看，2017年 CES 的最大看点将是自动驾驶汽车以及车联网。 

据媒体消息称，宝马计划在 CES 2017 上推出 HoloActive Touch 技术，能实现全息虚拟

触控，将信息投射在驾驶室内，把信息从中控位置投射到方向盘等高的地方，便于驾驶员手

势操作。 

 

地图服务 Here 与 Mobileye合作 研发无人驾驶地图技术 

北京时间 12 月 30 日早间消息，在无人驾驶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多的公司选

择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诺基亚分拆出来的 Here 就宣布与计算机视觉芯片制造

商 Mobileye 共同在无人驾驶地图服务领域展开合作。这两家公司周四宣布了合作协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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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把 Mobileye 的 Roadbook 与 Here 的 HD Live Map 结合起来。前者可以通过众包数据识别可

以行驶的路径，因此将作为一个额外的层叠加到后者现有的数据上。 

（三）物联网 

NB-IoT 标准将完成，物联网发展即将起飞 

通信世界网消息(CWW) 于今年 6月冻结标准的低功耗物联网技术 NB-IoT引起了产业链各

方高度关注，2015 年 9 月，3GPP 正式宣布 NB-IOT 标准立项，相关工作涉及 RAN/SA/CT 等工

作组，其中以 RAN1/RAN2 的工作为主。 

2016年 6月 16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 3GPP RAN 全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上，NB-IoT对应的

3GPP协议相关内容获得了 RAN 全会批准并冻结，标志着 NB-IoT标准核心协议的相关研究全部

完成。3GPP预计，相关性能指标和终端一致性测试标准将在今年 12 月完成。  

此外，工信部在今年 4 月召开了 NB-IoT 工作推进会，提出培育 NB-IoT 产业链，并要求

年底建设基于 NB-IoT的规模外场环境。以上这些信号意味着 NB-IoT在中国具备了 2017年年

初规模商用的基本条件，业内一致认为，2017年将成为中国 NB-IoT 规模商用元年。 

 

中科院在新疆建立物联网边防应用示范基地 

新疆塔城军分区防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气候恶劣，部分地段冰雪常年不

化，光缆施工难度大，致使有的连队没有建立有线监控系统。着眼防区特殊环境，该军分区

积极与中科院协调，提出“科技强边、信息管边”的需求，得到中科院的大力支持。中科院

派出专家现地调研勘察后，决定在塔城边防线建立首个物联网边防应用示范基地，将最新研

制的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无线高速链状感知系统”应用于边防连队的边境管控。在军地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建成这套被边防官兵称为“无形哨兵”的监控系统。 

据悉，该系统无需光纤即可实现图像、语音、数据的高速传输交互，避开了光缆施工建

设难题；整套系统融合视频传感、振动传感、雷达传感等多种传感技术，实现了边境实时监

控、无人值守预警。当边境线上发生异常情况时，该系统自动报警、喊话、定位、录像，助

力边防官兵维护边境管理秩序。 

 

一支 3 亿物联网传感器投资基金在重庆落地 

支 3 亿元的物联网传感器投资基金年内将在重庆落地。据介绍，这个由重庆科技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和重庆临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日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的国家级传感产业

基地，后续总规模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据了解，该产业基地将重点打造集传感器与芯片研发、传感器模组、系统产品生产、物

联网应用于一体的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创新平台——感知科技产业园，并引进全产业链龙头

企业和具有高成长性中小微创新企业入驻园区，为企业提供创新研发资金支持，以推动传感

器和物联网产业快速发展。据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春林介绍，首支 3 亿元规

模的基金将主要为产业基地的企业提供早中期资金支持。同时，基地内还将成立一家传感器、

物联网与无线通信领域的技术研究院，承担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努力打造以先进传感器和

物联网为核心高端专业孵化器，通过技术、人才和资本的融合，形成完整的传感器产业链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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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窄带物联网商用网络在无锡启用 

新华社南京 12月 27日电 记者从无锡市政府获悉，全国首个ＮＢ－ＩｏＴ窄带物联网商

用网络日前在该市建成启用。 

今年 11月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期间，无锡发布了物联网小镇建设规划，此次建成的窄带物

联网商用网络即为物联网小镇建设新突破。据介绍，该商用网络建设历时 40 天，投资超过 3500

万元，共建设通信基站 75 座、管道 25 公里、光缆 90 公里。预计在 2017 年一季度，无锡全

市网络也将全面覆盖。届时，ＮＢ－ＩｏＴ网络将在智能抄表、智能停车、智能追踪、智能

家居以及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发挥出更大作用，全面满足行业、公共、个人、家庭的物联网

应用需求。 

 

中兴通讯提出“城市物联网”概念：开放合作，共筑智慧城市新中枢 

12月 28日早间综述 日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中兴通讯在广州召开“2016 物联网

产业峰会”。在会上中兴通讯与国内最大的燃气表企业重庆前卫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城市物联网”的发展。 

这是首次有公司提出“城市物联网”的概念，顾名思义，是智慧城市框架下的物联网建

设。智慧城市依靠大数据支撑，不仅是政务数据和企业数据，更包括城市每天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海量数据，这需要物联网对城市大数据的感知和采集。在中兴通讯看来，城市物联网是

能够协同运作的整体，是构筑智慧城市的新中枢。 

 

中移物联网启动 2017-2018智能家庭网关生产项目资质预审：预估 1000 万台 

OFweek 光通讯网讯：12 月 29 日消息，据来自中国移动的官方消息显示，中移物联网公

司日前根据数字家庭业务战略规划，打造质优价廉的智能家庭网关终端，启动了 2017－2018

智能家庭网关生产项目资质预审。 

本次采购预估总量为 1000万台，分标准企标形态、企标扩展形态、定制化形态。 

 

世界物联网大会北京峰会在京举行 

人民网北京 12月 29日，世界物联网大会北京峰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

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的近 500 名代表齐聚一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为大会发来贺信。 

 

中国联通携手华为打造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孵化 NB-IoT 物联网业务打造生态圈 

近日，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位于北京的 NB-IoT创新实验室正式对外开放，标志着中

国联通在物联网技术研究和生态发展上迈出重要一步。开放实验室由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

院携手华为共同打造，双方工程师在实验室搭建了 NB-IoT 终端、无线、核心网、平台的端到

端实验环境。 

（四）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借力区块链技术 平安科技聚友财实现实时对账 

近期，平安科技推出了一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金融开放平台——平安聚友财，该

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线上交易资金环节的实时账本信息登记，并开发了智能合约完善

资金交易实时对账功能，从而快速有效的解决金融交易过程中的差错账及各类异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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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与春秋开展战略合作 互联网金融领域优势凸显 

阿里巴巴集团和春秋集团 28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将基于各自的优势资源，

在机票业务、目的地业务、会员与积分服务、云计算与大数据、支付与信用等领域进行全面

深度合作。 

 

央行对区块链热情不减 OKLink 汇款网络进军欧洲市场 

据悉,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系统 Demo 有望在明年推出,此前,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

的原型方案已完成两轮修订。这意味着,部署了至少一年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终于要落地了。

据上述区块链技术开发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个系统会现在票据领域试点,成功之后才会推广至

货币领域,在该领域也同样会先小范围试点,再扩大。 

 

米缸金融获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证书 

2016 年 12 月 30 日消息，国内知名互联网金融企业——米缸金融正式获得由中国互联网

金融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书。这意味着，米缸金融已通过国字号互金协会的各项入会要求，成

为获颁会员证书的首批会员单位。 

 

寻找中国创客|乐投天下完成亿元级 B 轮融资 布局互联网金融+艺术品 

新京报快讯 12 月 30 日，互联网金融公司乐投天下宣布完成亿元级 B 轮融资，由中国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旗下投资平台中艺云梯投资。 

据悉，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是文化部所属国有控股企业，其旗下的中艺云梯是一家专

注于文化、艺术、互联网领域的投资机构，与国内多家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有密切联系。未来，

与中艺云梯合作的相关艺术品交易所将为乐投天下提供相关艺术品资产。目前，古钱币电子

盘的债权质押已开始对接至乐投天下资产端。 

（五）其他 

首单“双资产服务机构”消费金融 ABS发行，规模达 5.89 亿 

中国证券网讯 “京东·中腾信微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下简称“京东中腾信 ABS”）

近日通过京东 ABS 云平台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5.89 亿元，优先 A 级资产发行利率为

5.5%-5.8%。 

据悉，这款产品是京东金融资产证券化云平台（以下简称“京东 ABS 云平台”）发行的

首单资产证券化产品。 

此次京东金融与中腾信 ABS的合作中，京东金融一方不但负责 ABS结构设计及发行工作，

而且是基础资产形成阶段的资金方。京东金融引入国外投行业流行的资本中介业务模式，出

资 5 亿元认购结构化信托优先级，用于向中腾信推荐的工薪阶层借款人发放小额消费金融借

款，形成 ABS入池基础资产。 

有别于传统的场内 ABS 发行，京东金融以自有资金出资，并在交易完成后持有部分夹层

级信托受益权的交易形式为京东中腾信 ABS 提供了增信措施。京东金融聘请外部评级机构将

持有的优先级信托份额细分为优先 A、优先 B、优先 C级并进行外部评级，通过信托受益权转

让的形式将达到 AAA 级的信托受益权及部分夹层级信托受益权转让给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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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完成本次证券化项目。 

 

腾讯云发布 7 项人工智能云服务，激发企业 AI 业务创新高潮 

12 月 26 日，继宣布 11 个海外节点本月全量开放后，腾讯云再一次宣布在人工智能云服

务领域发力，今起向全球企业正式提供 7项 AI 服务，包括人脸检测、五官定位、人脸比对与

验证、人脸检索、图片标签、身份证 OCR 识别、名片 OCR 识别 (OCR 即 Optical 

Character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 

同时，腾讯云同期宣布推出业界力度最大的 AI 免费使用活动，一共涉及 8 项 AI 服务，

即企业除了可享受上述 7项 AI 服务每月 2万张的免费使用优惠，还可获得每月 6 万张的图片

鉴黄服务，腾讯云图片鉴黄具有精准区分色情和性感的技术领先优势。 

如果一家企业使用上述所有服务，一个月即可获得 20万张的免费优惠服务，按照目前的

客户增长趋势，预计到 2017 年 4 月活动截止，腾讯云将整体为企业送出至少价值 1000 万的

AI 服务，这一优惠活动将对中小型企业快速开展人工智能业务具有明显的拉动效果。 

 

白宫发布人工智能报告 呼吁制定"积极"政策帮助打工仔 

白宫一项新的关于人工智能（AI）和经济的报告称，人工智能因其潜在经济效益应该受

到欢迎，但必须推出"积极"的公共政策，以确保每个人都受益于其发展。 

白宫该报告表示，虽然 AI新平台可能为美国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及令众人获得更高的工资

和更多的闲暇时间，但明显的负面影响也即将出现："裁员可能将是 AI 自动化的一个最严重

的负面后果，并将影响到各行业和社区"。 

该报告援引外部的研究结果称，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里，9%至 47%的工作岗位将由于人工智

能的兴起而受到威胁。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以与驾驶相关的工作为案例研究，CEA估计，

(在截至 2015年 5月的 3723930 就业岗位里)约 2196940 至 3089990 个就业岗位将受到威胁。

但"科技科技并非宿命；经济激励机制和公共政策对科技的变革和发展方向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 

该报告名为"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奥巴马政府之前曾发表过人工智能报告探索人

工智能发展的广泛影响，该报告是一个报告的继续。并就 AI 的发展提出了三大政策策略建议：

投资 AI的潜在优势、立足未来的工作岗位对国人进行教育和培训、采取措施确保人工智能产

生的财富得到共享，例如加强社保网的建设。 

 

央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中国经济网北京 12 月 27日讯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实施办法》。其中单列一章强调了金融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问题。 

 

爱学贷升级为爱又米 进军消费金融下一战 

12月 27日，消费金融巨头“爱学贷”在杭州宣布升级为全新品牌“爱又米”，并启用全

新品牌形象、品牌主张，向更广大的年轻人开放消费金融服务。 

“爱又米”从校园起步，经过两年多稳健发展，已成为一个拥有超过 1500 名专职员工，

6 万兼职员工、1000 万用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集团。目前业务覆盖全国 32 个省市，已跑完 3

个业务周期并已开始盈利。其中，面向白领的消费金融业务“毕业金”运营半年来，月销售

额已突破 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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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蚂蚁金服发布新型智慧城市白皮书 

央广网北京 12月 27日消息 12月 27 日，2016 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在北京召开，主办

方中国互联网协会、新华网和蚂蚁金服发布了《新空间·新生活·新治理——中国新型智慧

城市·蚂蚁模式》白皮书（下简称“白皮书”），同时发布了全国 335 个城市的“互联网+”

社会服务指数排名。按照指数排名，杭州市以 383.14 的高分成为全国“互联网+”程度最高、

生活最智慧的城市。 

白皮书认为，技术进步是让城市“智慧”起来的最大推动力，并将新型智慧城市总结为

三个“新”：新空间、新生活、新治理。互联网＋百人会发起人张晓峰表示，“新型智慧城

市是城市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治理模式和居民新的生活方式”。 

 

金融信息第一案落锤 同花顺被判停售抄万得产品 

历时 4年之久的“中国证券金融信息知识产权第一案”终于落锤。12 月 28日，原告上海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收到上海市一中院下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一中院裁定，被告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立

即停止制作、销售、许可他人使用抄袭“Wind 资讯金融数据终端”的金融数据终端产品，并

赔偿万得资讯合计 335 万元。本案的判决必将对新领域内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司法和执法

以及金融行业未来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广发卡携手铂涛旅行 跨界探索旅行消费金融 

近日，广发信用卡宣布与中国酒店业最大官方直销平台铂涛旅行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探

索基于用户在住酒店、旅行期间的消费金融业务。 

作为最早细分客群的发卡行，广发信用卡在 2003 年已通过异业结盟与航空、通信、零售、

旅游、电商等领域的巨头进行合作，为不同消费领域客户提供有特色的产品和个性化服务。

2010 年，广发信用卡携手 7 天酒店(即现铂涛集团的前身)推出国内首批酒店联名信用卡，至

今累计发卡已超过 30万张。 

业内人士表示，旅游和金融企业的融合有利于双方资源与优势，金融企业将消费金融服

务覆盖到旅游行业中，实现“1+1>2”的合力。 

 

联想未来目标瞄准人工智能 

12月 28日，在联想集团举办的创新科技大会系列峰会上，联想宣布，会全力投入智能互

联和下一代人工智能领域，这是联想定位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战略目标。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正在由移动互联网进入

新的智能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旧的商业格局将被打破，新的联接和演化正在发生，人

工智能与未来应用充满想象。 

 

通程控股筹建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公司获批 

通程控股 12 月 29 日晚间公告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参与发起设立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用自有资金 4800万元参与发

起设立“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公司”）， 占拟

设立的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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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主发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自中国银行(601988)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筹建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同意在湖南省长沙市筹建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 

12月 29日，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广州组织召开《智慧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地方标准发布会。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神志熊、省大数

据局标准与应用处处长熊雄、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处长胡鉴峰和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第五研究所总工程师万举勇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标准与

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王韬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对标准体系进行解读。 

 

包银消费金融公司开业 致力打造“在线生活的消费金融服务商” 

2016 年 12 月 29 日，包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在包头举行开业仪式，会上由监管机构领导

宣读了包银消费金融公司开业批复并颁发了《金融许可证》。据了解，包银消费金融公司由

包商银行控股发起设立，也是内蒙古首家、全国第 17家经银监会批准设立开业的消费金融公

司。 

 

重庆市科技金融服务网站“科易金服”正式上线 

由市科委组织，重庆科技金融集团统筹，重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倾力打造的重庆市科技

金融服务网站——“科易金服”（http://www.keyijinfu.com/），经过 6 个月的精心筹备，

于 12 月 30 日正式上线。“科易金服”网是全市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中的“线上平台”，主要

采用“互联网+科技金融”的模式，整合重庆科技金融服务“线下体系”聚集的全市金融资源、

科技资源、服务资源，引入大数据分析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帮助科技企业融资，实现

技术与资本的无缝对接。 

四、重点覆盖公司更新 

海康威视：总经理继续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6日收到公司总经理胡扬忠的通知，其本人于 2016年 12 月 23 日通过

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6,532,126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1070%，增持均价 23.22元；通

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819%，增持均价 22.80 元。

本次增持后，总经理胡扬忠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54,250,651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8890%。 

二三四五：股东质押部分股票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法人股东曲水信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佳科技”）通知，获悉

信佳科技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4,000 万股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质押开始日期为 2016 年 12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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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佳科技持有本公司股份 271,724,594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1,932,615,440 股的 14.06%，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为 210,000,000 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7.28%，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7%。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为信佳科

技持股 51%的控股股东，除信佳科技的上述质押以外，截至本公告日，包叔平先生个人持有的

74,340,382 股股份无质押情况。 

四维图新：参股公司 SIWAY Coöperatief U.A.收购 HERE International B.V. 10%股权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图新投资（香港）科技有限公司与 Oriental Power Holdings Limited（腾

讯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于荷兰设立的 SIWAY Coöperatief U.A.。，其中，

图新香港对 SIWAY的出资金额预计不超过 9,700万欧元，占 SIWAY 40%的权益；Oriental Power 

对 SIWAY 的出资金额不超过 4,400 万欧元，占 SIWAY 18%的权益 

并通过 SIWAY Coöperatief U.A.（以下简称“SIWAY”）收购位于荷兰的 HERE International 

B.V. 10%（以下简称“HERE”）股份。HERE 是世界领先的汽车导航电子地图服务商，其核心

业务为通过其丰富的地图数据和核心的位置平台为汽车、消费者和企业客户提供位置服务和

解决方案，其地图数据覆盖约 200 个国家，超过 4,600万公里。 

用友网络：发起设立友泰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拟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等 6家公司共同投资发起设立友泰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

终以国务院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友泰

安财产保险”），公司出资额为 2亿元人民币，占友泰安财产保险银行的 20%的股权。 

丰东股份：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于 2016 年 12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6亿元人民

币向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进行增资。 

立思辰：董事长、总裁及副总裁增持公司股份 

于 2016 年 12月 26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总裁及副总裁共计 3人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以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自 2016 年 12月

27 日起至 2017年 6月 26日止），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增持本公司

股份。 

合计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董事长池燕明先生及董事兼副总裁王邦文先生增持所需

资金为自筹资金，公司董事兼总裁王辉先生增持所需资金来自于个人借款。 

高新兴：PPP 项目预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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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参与了张掖市智慧城市 PPP 项目的竞争性磋商谈判，2016 年 12 月 26 日，甘肃

政府采购网公示了张掖市智慧城市 PPP 项目竞争性磋商预成交结果，公司被确定为该项目的

预成交投资运营申请方。预成交内容包括：张掖市智慧城市 PPP 项目（一期），包括：智慧

政务、创新创业服务系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系统（城市运行及应急指挥中心）、智慧旅游、

智慧教育、城市大数据中心、智慧交通。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8 年。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5.4 亿元，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营业收入的 49.97%。 

易华录：拟发起设立智慧城市产业基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25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发起设立智慧城市产业基金的议案》，拟发起设立的智慧城市产业基金规模

10 亿元，其中易华录出资 2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持股比例为 20%。 

南威软件：终止参与设立河北分布云基金 

2015年 12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设立河北分布云基

金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国控张家口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张家口鼎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北国控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中投分布云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分布云基金， 

因各方就合作方案细节未能达成一致，根据公司的战略布局，综合考虑近期已开展的产业投

资基金及其他对外投资等资金规划，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参与设立分布云基金，并于

2016年 12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参与设立河北分布云基金的议案》。 

易华录：参股公司投资设立北京易华录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子公司山东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投资公司”）联合深圳市力

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力鼎”）共同设立北京易华录力鼎投资管理公司。 

2016年 10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北京市财政局发布了“关于 2016年北京高精尖

产业发展基金首批拟合作机构的公示通知”，易华录与力鼎共同参与申请的“智慧城市产业

基金（有限合伙）（筹）”（以下简称“智慧城市产业基金”）成功入选公示名单。为管理

智慧城市产业基金，山东投资公司拟联合力鼎共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智慧城市产业基

金的普通合伙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山东投资公司认缴 490万元，持有 49%的股份。 

本次投资款项山东投资公司出资部分来源于其自有资金。 

运盛医疗：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向全资子公司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九川”）增资 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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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天夏智慧：对印度孙公司增加投资 

公司为了增强全资孙公司 Teamax Smart Industry India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印度

天夏”）的实力，促进海外业务的发展，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拟通过全资子公司 Teamax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天夏”）使用不超过 800 万美元（按 2016年 12月 27 日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 6.949元/美元计，投资上限折合人民币约 5,559.2 万元），对印度天夏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印度天夏仍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香港天夏的全资子公司。 

二三四五：董事长兼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 

2016年 12月 27 日，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于冰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陈于冰先生于 12月 26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461,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4%，增持金额约人民币 525.52 万

元；12月 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96,9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015%，增持金额约人民币 341.40万元。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758,767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9%，增持总金额约人民币 866.92 万元。 

长城电脑：投资设立子公司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湖南省长沙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长城计算机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 

禾盛新材：全资子公司拟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盛投资”）拟出资 2.5 亿元人

民币发起设立“深圳市中科鼎泰文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科鼎

泰”或“产业投资基金”）。该产业投资基金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基金规模为 10亿

元人民币，其中禾盛投资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 2.5 亿元人民币，占基金规模的 25%。 

思创医惠：新增股份上市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30,075,186 股，发行价格为 19.95 元/股，本次新增股份已办

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将于 2017 年 1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7年 1月 3 日（即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

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鲲鹏资本—中瑞思创定增 1号证券投资

基金及方振淳共计 3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所持公司本次非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

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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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60.7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2,273,584.32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587,726,376.38 元。 

天喻信息：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100 万元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7日收到 2016 年度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互联网+”示范应用项目补

贴 1,000,000 元。自 2016年 12 月 20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关于收到

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1）至今，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武汉擎动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动网络”）、武汉果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核科技”）、

无锡尚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尚蠡”）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1,694,142.19 元，占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4.22%。 

东方网力：拟出售参股子公司资产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8日与上海大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铎投资”）

签署《智车优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将持有的参股子公司智车优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车优行”）475万

元注册资本以 9,696.876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依法转让给大铎投资。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大

铎投资成为智车优行的股东，持有智车优行 475万元注册资本，本公司仍持有智车优行 500

万元注册资本。 

聚龙股份：参与投资宁波多维聚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与上海艾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艾孵”）、上海秦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秦曦”）、宁波盛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盛尧”）、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信证券贵宾三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签订了合伙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宁波多维聚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名称核准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其中聚龙股份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上海艾孵作为普通合伙人现金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上海秦曦作为普通合伙人现

金出资人民币 50万元，宁波盛尧作为有限合伙人现金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中信证券作为

有限合伙人现金出资人民币 18,000 万元，合计 30,100 万元。 

 

禾盛新材：全资子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盛投资”）拟变更公司名称为

“深圳市中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同时，公司拟以自筹资

金人民币 99,000万元分期对禾盛投资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禾盛投资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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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00 万元。 

同花顺：重大诉讼进展 

2012年 12月 7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同花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科技公

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2）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 247 号《应诉通

知书》。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万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原告”）

诉称公司及网络科技公司“iFinD 金融数据终端”涉嫌侵权。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月 28 日对本案作出判决如下：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立即停止制作、销售、许可他人抄袭“Wind资讯金融数据终端”的金融数据终端产品；2.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3.被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300 万元，赔偿合理费用 35 万元；4.驳回原告

的其余诉讼请求。 

易华录：投资成立蓬莱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公司成为“蓬莱市“智慧蓬莱”建设运营 PPP项目”成交单位，并签署了合同，

项目总投资 124,262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需由成交单位和当地政府共同出资成立蓬莱易华

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 SPV 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蓬莱

SPV公司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其中，易华录认缴出资 22,500 万元，持股 90%。本次投资款

项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华平股份：获得政府补助 473.32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16年 10 月 22日至今，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 473.42 万元。其

中：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265.85 万元，高新技术成果转换项目专项资金 37.20 万元，

杨浦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补助款 170.37 万元。 

高伟达：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公司 

公司与北京伟达聚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伟达聚才”）、北京伟达助云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伟达助云”）共同投资设立了“北京高伟达钽云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钽云科技”）。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9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65.00%；伟达聚才出资人民币 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00%；伟达助云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 

神州数码：股改限售股份减持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9日接到股东重庆润江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其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改解除限售股份 654.07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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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重庆润江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750.800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1.15%；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96.730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0.15%。 

大华股份：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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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控股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6,480 万元，与关联人吴云龙、陈建峰、

朱江明、吴军、吴坚、魏美钟对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运营

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完成后，大华运营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2,000 万元增至 10,000

万元，公司对大华运营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中昌数据：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 

公司以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向博雅科技增资，增资完成后博雅科技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用

于大数据营销软件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海立美达：收购宁波泰鸿 35%股权 

公司与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泰鸿”）另一股东浙江泰鸿机电有限公司（持有

宁波泰鸿 35%股权，下称“浙江泰鸿”）于 2016年 12月 29 日签署了《关于宁波泰鸿机电有

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收购协议”或“本协议”），浙江泰鸿拟将持有宁

波泰鸿 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本公司，浙江泰鸿实际控制人应正才先生在本次交易中为浙江泰

鸿向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宁波泰鸿 100%股权，宁波

泰鸿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银信科技：拟参股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拟参与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包头农商银行”或“标的”）增资扩股，

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21,780 万元投资认购不超过 9,900 万股标的股份。 

卫宁健康：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票暨董事兼总经理张吕峥先生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3日收到公司股东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集团”）

的《股份减持计划通知》，雅戈尔集团为了自身投资结构调整的需要，计划减持公司不超过

12,00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5.69%。 

同时，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吕峥先生基于对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发展整体趋势看好，对公司

未来持续稳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且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未来公司产

品服务和市场客户资源将得到延伸扩展，公司盈利能力将获得明显提升，相信公司具有资本

市场的长期投资价值，计划增持本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 4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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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经雅戈尔集团与张吕峥先生的友好协商，双方于 2016 年 12 月 30日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雅戈尔集团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张吕峥先生合计转让创业软件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9%。 

康耐特：2017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17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5 亿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银行申请借款，该

授信额度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为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

可循环使用。 

天泽信息：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伯荣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 3,680,000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 1.26%）。 

软控股份：拟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9日与通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广建工”）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拟向通广建工转让所持有的青岛软控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控重工”）100%

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 万元。 

安居宝：发布 2016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3.21%--40.28%。预计

盈利 2,100 万元— 2,700 万元。 

天喻信息：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9日收到 2016 年度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专项

资金 1,536,000 元。至今，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武汉天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擎动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湖北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果核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天喻聚联网络有限

公司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2,269,800元，占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2.45%。 

延华智能：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刑事判决书》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30日接到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黎明先生家属的通知， 胡黎明先

生于 2016年 12 月 29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胡黎明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五十万元。

胡黎明先生经慎重考虑决定不准备就此事项进一步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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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表 2：下周重要事件提示 

(01/02)周一 (01/03)周二 (01/04)周三 (01/05)周四 (01/06)周五 

 迪威视讯(300167): 股东

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欧比特(300053):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截止 

欧比特(300053): 股东大会

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运盛医疗(60076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欧比特(300053):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起始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绿盟科技(300369):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欧比特(300053):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欧比特(300053): 股东大会

召开 

禾盛新材(002290):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思创医惠(300078): 增发股

份上市(非公开发行)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东方电子(000682):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欧比特(300053): 股东大会

互联网投票截止 

运达科技(300440):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召开 

创意信息(300366):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迪威视讯(300167):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绿盟科技(300369): 股东大

会召开 

  科大讯飞(00223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东软集团(600718):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东软集团(600718):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迪威视讯(30016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证通电子(00219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久远银海(002777):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创意信息(300366):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绿盟科技(300369):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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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威视讯(300167): 股东大

会召开 

东方电子(000682):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东软集团(60071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交易系统投票截止 

东软集团(600718): 股东大

会召开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截止 

飞天诚信(300386):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东软集团(600718):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东方网力(300367):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盛天网络(300494):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绿盟科技(30036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科大讯飞(002230): 股东大

会会议登记起始 

绿盟科技(300369):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绿盟科技(300369): 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互联网投票截止 

 

   欧浦智网(002711): 股东大

会召开 

 

   任子行(300311): 股东大会

会议登记起始 

 

   任子行(300311): 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附 2：每周并购/融资事件库 

表 3：上周国内并购/融资事件 

时间 公司 轮次/股权比例 金额 投资方/并购方 

2016.12.26 小邦仔 本地生活 北京 天使轮 

2016.12.26 家 1号 房产服务 江苏 A轮 

2016.12.26 分蛋金服 金融 上海 天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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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6 壹医考 教育 北京 A轮 

2016.12.26 钱牛牛（钱生钱） 金融 北京 B+轮 

2016.12.26 银多网 金融 黑龙江 B轮 

2016.12.26 FitTime睿健时代 本地生活 江苏 B+轮 

2016.12.26 留白影视 文化娱乐 浙江 C轮 

2016.12.26 亚盛医药 医疗健康 上海 B轮 

2016.12.26 米飞科技 工具软件 上海 A轮 

2016.12.26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 医疗健康 北京 A轮 

2016.12.27 正迅保险 金融 广东 新三板 

2016.12.27 尚美生活 旅游 山东 B轮 

2016.12.27 掌柜攻略(勺子课堂) 文化娱乐 北京 战略投资 

2016.12.27 上海左袋传媒 文化娱乐 上海 A轮 

2016.12.27 首汽租车 汽车交通 北京 B轮 

2016.12.27 Fast4ward直线竞速赛 体育运动 北京 A轮 

2016.12.27 爱学贷 金融 浙江 C轮 

2016.12.27 股书 Kapbook 企业服务 北京 Pre-A轮 

2016.12.27 编玩边学 教育 广东 种子轮 

2016.12.27 资易通 金融 上海 A轮 

2016.12.27 点牛金融 金融 上海 C轮 

2016.12.27 老虎证券 金融 北京 B轮 

2016.12.27 魔方招聘 企业服务 北京 A+轮 

2016.12.27 亲宝宝 教育 浙江 B轮 

2016.12.27 KuickDeal西会科技 企业服务 北京 Pre-A轮 

2016.12.27 万家文化 文化娱乐 浙江 30.6 亿人民币 

2016.12.28 播米亲子 教育 广东 种子轮 

2016.12.28 ASK-APP善康科技 医疗健康 北京 A轮 

2016.12.28 中铁物流 物流 北京 A轮 

2016.12.28 华能大宗 电子商务 上海 战略投资 

2016.12.28 御座文化 文化娱乐 广东 天使轮 

2016.12.28 阿姨来了 本地生活 北京 B轮 

2016.12.28 圣商商学 金融 北京 A轮 

2016.12.28 漏洞盒子 FREEBUF 企业服务 上海 B轮 

2016.12.28 001兼职网 企业服务 江苏 天使轮 

2016.12.28 Sagreen沙绿轻食 本地生活 上海 A轮 

2016.12.28 三点一刻 广告营销 北京 A轮 

2016.12.28 澎湃新闻网 文化娱乐 上海 战略投资 

2016.12.28 慧算账 企业服务 北京 B轮 

2016.12.28 PowearIn智能夹克 电子商务 浙江 天使轮 

2016.12.28 一起装修网 房产服务 北京 新三板 

2016.12.28 娱猫 电子商务 北京 A轮 

2016.12.29 左袋文化 文化娱乐 上海 A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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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9 汇盟 金融 广东 Pre-A轮 

2016.12.29 办公逸 企业服务 北京 A轮 

2016.12.29 正奇金融 金融 安徽 战略投资 

2016.12.29 叮当快药 医疗健康 北京 A轮 

2016.12.29 BTC123比特币导航网 金融 四川 A轮 

2016.12.29 易生金服 金融 北京 B+轮 

2016.12.29 边走边淘 电子商务 北京 天使轮 

2016.12.29 DDBIKE小芒科技 汽车交通 广东 天使轮 

2016.12.29 法里 企业服务 北京 种子轮 

2016.12.29 燃石医学-燃石生物 医疗健康 广东 B轮 

2016.12.29 李叫兽受教科技 教育 北京 数千万人民币 

2016.12.30 我的塑料网(中晨电商) 电子商务 上海 IPO 上市后 

2016.12.30 现场时代 文化娱乐 广东 A轮 

2016.12.30 游戏狗 游戏 北京 新三板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表 4：上周国外并购/融资事件 

时间 公司 轮次/股权比例 金额 投资方/并购方 

2016.12.26 EnglishCentral 教育 北美洲 战略投资 

2016.12.26 Wolfprint 3D 硬件 欧洲 种子轮 

2016.12.26 ShadowFax 物流 亚洲 B轮 

2016.12.26 Yello O2O 企业服务 亚洲 A轮 

2016.12.26 ShopKirana 企业服务 亚洲 Pre-A轮 

2016.12.26 Nutmeg 工具软件 欧洲 D轮 

2016.12.26 MyAdvo 企业服务 亚洲 天使轮 

2016.12.26 The Postbox 电子商务 亚洲 A轮 

2016.12.26 Cimagine 硬件 亚洲 4000 万美元 

2016.12.26 Hillcrest Labs 硬件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6 Mail.ru 企业服务 欧洲 7.4 亿美元 

2016.12.26 HERE 汽车交通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7 E-Vegetailing 电子商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7 ten3T 医疗健康 亚洲 天使轮 

2016.12.27 Dekkho 文化娱乐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7 enKast 企业服务 亚洲 Pre-A轮 

2016.12.27 CookUnity 本地生活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7 VivoCarat 电子商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7 StalkBuyLove 电子商务 亚洲 A轮 

2016.12.27 10i Commerce 电子商务 亚洲 A轮 

2016.12.27 Channable 企业服务 欧洲 种子轮 

2016.12.27 Unister Travel 旅游 欧洲 未透露 

2016.12.28 Rent The Runway 电子商务 北美洲 E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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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8 LexComply 企业服务 亚洲 天使轮 

2016.12.28 AsoCon 企业服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8 Price.com 电子商务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8 BlueStone 电子商务 亚洲 D轮 

2016.12.29 BillFront 金融 欧洲 A轮 

2016.12.29 Echo360 教育 北美洲 战略投资 

2016.12.29 Grain 本地生活 亚洲 B轮 

2016.12.29 Avuxi 工具软件 欧洲 战略投资 

2016.12.29 HealthifyMe 医疗健康 亚洲 A+轮 

2016.12.29 Numetric 企业服务 北美洲 战略投资 

2016.12.29 AnaBios 医疗健康 北美洲 B轮 

2016.12.29 Kapilendo 金融 欧洲 B轮 

2016.12.29 Commsignia 汽车交通 北美洲 战略投资 

2016.12.29 The Eye Tribe 硬件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9 PayByPhone 金融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30 Adabra 广告营销 欧洲 种子轮 

2016.12.30 Vend 企业服务 欧洲 D轮 

2016.12.30 JustBooks 文化娱乐 北美洲 战略投资 

2016.12.30 instantPay 金融 亚洲 Pre-A轮 

2016.12.30 Neurala 企业服务 北美洲 A轮 

2016.12.26 EnglishCentral 教育 北美洲 战略投资 

2016.12.26 Wolfprint 3D 硬件 欧洲 种子轮 

2016.12.26 ShadowFax 物流 亚洲 B轮 

2016.12.26 Yello O2O 企业服务 亚洲 A轮 

2016.12.26 ShopKirana 企业服务 亚洲 Pre-A轮 

2016.12.26 Nutmeg 工具软件 欧洲 D轮 

2016.12.26 MyAdvo 企业服务 亚洲 天使轮 

2016.12.26 The Postbox 电子商务 亚洲 A轮 

2016.12.26 Cimagine 硬件 亚洲 4000 万美元 

2016.12.26 Hillcrest Labs 硬件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6 Mail.ru 企业服务 欧洲 7.4 亿美元 

2016.12.26 HERE 汽车交通 北美洲 未透露 

2016.12.27 E-Vegetailing 电子商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7 ten3T 医疗健康 亚洲 天使轮 

2016.12.27 Dekkho 文化娱乐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7 enKast 企业服务 亚洲 Pre-A轮 

2016.12.27 CookUnity 本地生活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7 VivoCarat 电子商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7 StalkBuyLove 电子商务 亚洲 A轮 

2016.12.27 10i Commerce 电子商务 亚洲 A轮 

2016.12.27 Channable 企业服务 欧洲 种子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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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7 Unister Travel 旅游 欧洲 未透露 

2016.12.28 Rent The Runway 电子商务 北美洲 E轮 

2016.12.28 LexComply 企业服务 亚洲 天使轮 

2016.12.28 AsoCon 企业服务 亚洲 种子轮 

2016.12.28 Price.com 电子商务 北美洲 种子轮 

2016.12.28 BlueStone 电子商务 亚洲 D轮 

2016.12.29 BillFront 金融 欧洲 A轮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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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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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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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

（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

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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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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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平均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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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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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沈海兵，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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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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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