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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yc@ghzq.com  
工业互联网将迎来密集政策落地期  

——计算机行业周报 
 

 

最近一年行业走势 

 

 

行业相对表现  
表现 1M 3M 12M 

计算机 -0.2 20.5 8.2 

沪深 300 -0.7 -0.4 14.4 
 
 

 

 

相关报告  
《计算机行业周报：寒武纪新品上市，AI 产

业发展迅猛》——2018-05-06 

《计算机行业周报：关注计算机板块一季报表

现优异的品种》——2018-05-01 

《计算机行业事件点评报告：自主可控迫在眉

睫，产业链迎发展机遇》——2018-04-22 

《计算机行业周报：2018 年或将是我国自主

创新的历史新起点》——2018-04-22 

《计算机行业周报：区块链正进入和实体经济

结合的初步阶段》——2018-04-15  
 

投资要点： 

上周回顾 

上周计算机板块（中信分类）上涨 0.32%，涨幅排名位列 29个行业中第

27位，同期沪深 300上周 2.6%。计算机板块延续盘整态势。 

  

本周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继续调整，工业互联网等龙头板块调整较为明显。我们

认为，后续随着工业互联网细化政策的密集落地，工业互联网板块或迎

来第二波行情，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 

 

1、目前各地政策正结合实际情况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比如上海市提出

要打造 30个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10个工业互联网典型平台，以及创建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城市。广东省也有出台实施方案以及支持企

业上云上平台的具体扶持政策。包括像江苏、浙江、福建等很多省，现

在也正在陆续推出相应省内的意见。 

 

2、对于企业而言，工业互联网带来的价值较为明显，伴随国内环保成本

及人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国内工业企业对降本增效需求日益强烈，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是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核心支撑技术。天合

光能通过引入阿里云 ET工业大脑，电池片 A 品率提升 7%，后续全产线推

广预计可提高年利润数千万，绿城集团通过 IT基础设施上云，5年资金

投入减少 1500万以上，业务运营效率提升 30%以上。斯捷尔传动机械（杭

州）有限公司应用云 ERP 、云 OA、基础云 MES系统，库存周转率提升了

70%，原材料采购周期缩短了 50%，公司采购成本降低 1000多万元，降低

幅度达 20%。伴随上云企业数量的快速增多，更多标杆案例不断涌现，更

加高效、低成本、精细化、定制化的智能制造是大势所趋，架构在工业

云基础之上的 IT 系统有望快速普及。 

 

3、推荐标的：上海钢联、生意宝、宝信软件、科远股份等。 

2018 年计算机行业估值触底，营收及利润预计后续将保持较快增长，我

们对行业持“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相关产业政策不明确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项目实施进展

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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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重点公司 股票 2018-05-11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7 2018E 2019E 2017 2018E 2019E 评级 

002095.SZ 生意宝 46.91 0.07 0.4 1.38 670.14 117.28 33.99 买入 

002380.SZ 科远股份 17.26 0.46 0.6 0.78 37.52 28.77 22.13 买入 

300226.SZ 上海钢联 64.29 0.3 1.3 2.04 214.3 49.45 31.51 买入 

600845.SH 宝信软件 28.44 0.54 0.77 1.01 52.67 36.94 28.16 买入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带*标的盈利预测取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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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观点 

1.1、 投资要点 

上周回顾 

上周计算机板块（中信分类）上涨 0.32%，涨幅排名位列 29 个行业中第 27 位，

同期沪深 300上周 2.6%。计算机板块延续盘整态势。 

本周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继续调整，工业互联网等龙头板块调整较为明显。我们认为，后

续随着工业互联网细化政策的密集落地，工业互联网板块或迎来第二波行情，建

议投资者积极关注。 

目前各地政策正结合实际情况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比如上海市提出要打造 30

个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10 个工业互联网典型平台，以及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

网创新示范城市。广东省也有出台实施方案以及支持企业上云上平台的具体扶持

政策。包括像江苏、浙江、福建等很多省，现在也正在陆续推出相应省内的意见。 

对于企业而言，工业互联网带来的价值较为明显，伴随国内环保成本及人力成本

的快速上升，国内工业企业对降本增效需求日益强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是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核心支撑技术。天合光能通过引入阿里云 ET 工业

大脑，电池片 A 品率提升 7%，后续全产线推广预计可提高年利润数千万，绿城

集团通过 IT 基础设施上云，5 年资金投入减少 1500 万以上，业务运营效率提升

30%以上。斯捷尔传动机械（杭州）有限公司应用云 ERP 、云 OA、基础云 MES

系统，库存周转率提升了 70%，原材料采购周期缩短了 50%，公司采购成本降

低 1000 多万元，降低幅度达 20%。伴随上云企业数量的快速增多，更多标杆案

例不断涌现，更加高效、低成本、精细化、定制化的智能制造是大势所趋，架构

在工业云基础之上的 IT 系统有望快速普及。 

推荐标的：上海钢联、生意宝、宝信软件、科远股份等。 

2018 年计算机行业估值触底，营收及利润预计后续将保持较快增长，我们对行

业持“推荐”评级。 

 

表 1：计算机行业重点覆盖标的 

国海计算机覆盖 公司 
股票代

码 

2018-5-6

股价 

市值(亿

元) 

最新重要公

告 

产业互联网和供

应链金融 

上海钢联 300226 69.58  110.79 
2018年一季

报 

生意宝 002095 44.82  113.27 2018年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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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三联虹普 300384 28.34  47.46 
2018年一季

报 

互联网金融 

银之杰 300085 14.32  101.19 
2018年一季

报 

奥马电器 002668 22.05  140.62 
2018年一季

报 

恒生电子 600570 61.70  381.19 
2018年一季

报 

东方财富 300059 14.86  764.78 
2018年一季

报 

康旗股份 300061 13.84  72.83 
2018年一季

报 

久其软件 002279 12.53  89.06 
2018年一季

报 

同花顺 300033 48.05  258.32 
2018年一季

报 

国产化及信息安

全 

北信源 300352 5.22  75.68 
2018年一季

报 

启明星辰 002439 24.35  218.34 
2018年一季

报 

华胜天成 600410 11.64  128.37 
2018年一季

报 

合众思壮 002383 20.80  154.51 
2018年一季

报 

中国软件 600536 23.57  116.57 
2018年一季

报 

大数据 

东方国信 300166 15.63  164.11 
2018年一季

报 

荣之联 002642 11.13  73.63 
2018年一季

报 

政府服务 

易华录 300212 33.50  125.79 
2018年一季

报 

飞利信 300287 9.66  138.65 
2018年一季

报 

数字政通 300075 17.00  72.19 
2018年一季

报 

金融信息化 

聚龙股份 300202 20.80  114.30 
2018年一季

报 

广电运通 002152 7.50  182.17 
2018年一季

报 

其他 

捷顺科技 002609 13.90  92.65 
2018年一季

报 

世纪瑞尔 300150 5.88  34.40 
2018年一季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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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工大高新 600701 9.22  95.40 
2018年一季

报 

思创医惠 300078 11.83  95.57 
2018年一季

报 

汉王科技 002362 23.75  51.54 
2018年一季

报 

汽车电子 

东软集团 600718 14.84  184.41 
2018年一季

报 

索菱股份 002766 13.29  56.05 
2018年一季

报 

路畅科技 002813 29.39  35.27 
2018年一季

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公告、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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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周计算机行业动态 

【云计算与大数据】 

科技部公示“云计算和大数据”等 8 个拟立项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部网站公示了 8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拟立项的 2018 年度项目公示

清单，分别是“高性能计算”重点专项、“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地球观

测与导航”重点专项、“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

重点专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新能源汽车”重点

专项和“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 

据科技日报 5 月 10 日消息，本次公布的拟立项项目总数共 128 个，总经费超过

31 亿元。其中，51 个项目由高校牵头，占比接近 40%，其余项目由科研单位、

企业等牵头。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拟立项 4 项，总经费达到 14697

万元。 

  从统计结果来看，华中科技大学的拟立项数最多，共有 5 项，总经费达到

10874 万元，也是总经费最高的高校；同样经费破亿元大关的还有清华大学，总

经费达到 10363 万元，拟立项数有 4 项，位居高校第二。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

获批总经费均超过了 5000 万元，分别有 4 个和 3 个项目入选。（中国证券网） 

 

【人工智能】 

唯医携手阿里云及骨科专家启动“骨科 AI 种子计划” 

深化人工智能在骨科领域的应用 

杭州 2018 年 5 月 12 日电 /美通社/ -- 5 月 11 日，在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

（以下简称 CAOS）年会上，唯医联合阿里云共同主办了骨科人工智能研讨会。

CAOS会长王岩、阿里巴巴达摩院技术总监谢宣松、唯医创始人兼CEO刘峥嵘，

上海长征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教授吴海山等众多骨科专家，从技术、医疗服

务、医院管理等多方角度发表了观点，并共同启动了“骨科 AI 种子计划”。 

 骨科 AI 种子计划 

CAOS 会长王岩在致辞中表示：“人工智能与医疗行业结合是大势所趋，具有颠

覆性、革命性的意义。人工智能在骨科领域的应用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在骨科诊

疗的各个环节，人工智能的参与都将极大提升效率和体验。医生和人工智能共同

协作，将创造无限可能。” 

试水半年，骨科人工智能阅片交上 90 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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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为响应国家政策对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领域的号召，唯医与阿

里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基于自身的资源和技术背景，合作开发以骨科智能

影像解读为切入点的骨科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 

为了验证过去五个月的研究成果，本次研讨会上，到场的 450 多名骨科医生和

骨科 AI 智能阅片系统进行了一场“人机大战”。该环节从现场医生上传的上百张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正位 x 光片里随机选取了 10 张作为“考题”，根据

Kellgren&Lawrence 分级标准，设置 0-4 级选项。现场医生和 AI 辅助诊疗系统

在规定的 30 秒钟内，对每张片子进行判断和选择，上海长征医院、上海第九人

民医院吴海山教授公布标准答案并进行深度解读。 

吴海山教授首先肯定了人工智能的价值和趋势， 同时他认为医生和人工智能一

定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吴教授表示“医生看到的不仅仅是片子，更是这个

片子承载的这个人以及个人背后的家庭，能够看到这个人背后的社会对他的影

响。” 

势在必行，骨科 AI 辅助诊疗应用价值全分析 

研讨会环节，阿里巴巴达摩院技术总监谢宣松、唯医首席医疗官赵辉、甘肃平凉

市中医院骨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禹涛分别从技术、AI 与医生的关系、以及 AI 赋

能基层医疗的角度分享各自观点。 

阿里巴巴达摩院技术总监谢宣松表示：AI 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在客观、标准的

模式下可以实现高精准度，在效率、学习能力上也有拥有人不可比拟的优势，但

在医学上它仍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他强调，虽然此次“人机大战”AI 表现非

凡，但骨科 AI 辅助诊断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AI 只有深扎某一领域，才能够

实实在在起作用。“在骨科 AI 的发展过程中，医生和其丰富的经验依然是 AI 发

展的基础。” 

唯医首席医疗官赵辉认为：“医生和 AI 的关系应该是合作的关系，他认为人工智

能未来不会取代医生，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体系，有利于提升医生的工作效率。”

他表示，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识别、辅助外科手术、临床辅助诊断等环节所表现

出的降本增效能力，可以将医生从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中解决出来，专注于更有价

值的事情，同时人工智能影像系统能有效地帮助基层骨科医生读片，提高基层骨

科医生的诊断水平和效率。 

甘肃省平凉市中医院骨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禹涛在发言中肯定了基层医生对于

AI 辅助诊疗的需求，“基层医生影像诊断水平有限，基层医疗机构拍片水平和诊

断报告规范不统一。人工智能读片、辅助诊断等技术，能有效提升基层医生读片

质量和效率，提高医生的诊断能力。” 

开启种子计划，多方联动共筑骨科 AI 未来 

为了呼吁更多力量加入骨科 AI 应用领域的探索， CAOS 会长王岩、阿里巴巴达

摩院技术总监谢宣松，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王宇，唯医创始人兼 CEO刘峥嵘、

包括上海长征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教授吴海山等骨科专家，前期已经为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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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提供过医学指引的解放军总医院骨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柴伟、解放军总

医院骨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国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秦彦国、西

南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郭林、西安市红会医院膝关节外科主任马建兵、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张晓岗、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钱文伟、

唯医 CMO 赵辉、甘肃平凉市中医院骨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禹涛等医生共同启动

“骨科 AI 种子计划”。 

唯医创始人兼 CEO 刘峥嵘表示：“今天我们对于骨科 AI 的研究成果还仅限于骨

性关节炎的智能 X 光片解读，这只是人工智能在骨科领域应用的初级阶段，但

这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未来，纵向上，骨科人工智能将会应用于骨科疾病诊断、

骨科体检等场景，覆盖更多人群的需求。横向上也会拓展技术的应用范围，包括

MRI 智能解读、智能语义分析、植入物芯片、智能翻译、手术机器人等。这是

我们开启种子计划的初衷，我们希望更多人加入这个行列，共同推进骨科人工智

能的发展。” 

据了解，“骨科 AI 种子计划”旨在号召技术公司、医疗机构、医生个人以各种形

式参与到骨科人工智能发展当中，希望集合各方力量促进人工智能在骨科领域的

应用，通过医生的每一次使用和纠错、新技术的融合和大量数据的输入实现骨科

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eNet 硅谷动力） 

 

【智能汽车】 

利用人工智能解决行车安全 360 布局车联网的独特思考 智能流媒体后视镜发

布 360IoT 生态布局再行一步 

物联网（IoT）实质上是互联网的延伸，但终端由传统的计算机、手机、服务器

等，转向了实际物品，甚至人，可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

过程等各种需要的信息，与互联网结合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IoT 是新一代信息

技术重要组成部分，被多方看作是未来发展封口所在。 

提起 360，很多人会想起 360 安全卫士、360 手机卫士、360 安全浏览器等一系

列与线上网络安全相关的产品。近年来，随着物联网 IoT 的出现及迅速发展，360

也开始了其在 IoT 方面的布局，先后推出了 360 行车记录仪、360 智能摄像机、

360 扫地机器人、360 儿童手表等智能硬件产品。 

在谈及 IoT 时，360 集团创始人兼 CEO 周鸿祎曾表示：在带来了巨大机会的同

时，IoT 也将对我们的社会和网络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的确，在 IoT 发

展的大背景下，线下真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被连接到互联网这张大网上。互联网

的安全可能会牵扯到现实生活中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安全

以及人身安全，这也就是周鸿祎常常提起的“大安全”概念。 

作为 IoT 的重要组成部分，数以十亿计的智能硬件设备开始应用于家居、行车、

穿戴等多个场景，多数智能硬件产品主要是通过硬件本身提供服务，使用软件辅

助完善服务。加强智能硬件自身安全性，有助于提升物联网及互联网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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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开始 IoT 布局后，发挥其在互联网安全技术的优势，加强旗下智能硬件产品

安全性的打磨。而这个“安全”指的不单是硬件产品质量安全，也是产品数据记

录和云端存储的安全，更是为用户带来“安全安心”的产品体验。 

5 月 8 日，360 全新产品智能云镜 S800 正式发布，该款智能行车记录仪在使用

全语智能交互操作的基础上，增加流媒体技术，真正做到了“能听会看”。对 360

而言，智能云镜S800的发布，进一步践行了其在大安全背景下的 IoT生态布局；

对用户而言，流媒体后视画面传输，可减少行车途中回头观察路况的情况，设备

提供的全方位的后视画面，可增强行车安全，“智能和安全”得以兼顾。 

“车联网”已成必争之地 

2017 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 2888 万辆，同比增长 3%，该项数据刷新我国汽车

销量历史新高。但与 2016 年 13.65%的汽车销量同比增长率相比，增速明显放

缓，呈现“微增长”态势。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席卷各行各业，在此情况下，各

汽车厂商纷纷将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陆续将人脸识别、智能语音

交互、自动驾驶等技术融入到汽车产品中，力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重围。 

透过“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也不难发现，“电动化、网联化、

智能化、共享化”技术模式已成为汽车产业变革的全新风向标。传统汽车制造企

业开始与 BAT 这些互联网企业合作，发力 AI 与车联网技术。 

去年，阿里和上汽合作的首款互联网汽车上，采用了 Nuance 语音交互系统；东

风汽车分别与百度和腾讯进行深度合作，在今年打造了“WinkLink3.0”人工智

能车机系统和“FutureLink3.0”车联网系统；长安新 CS75 则率先搭载了 L2 级

别的自动驾驶技术。 

与 BAT 走“合作传统车企从而布局车联网”的道路不同，360 选择从汽车后市

场入手，通过研发生产行车记录仪产品，入局车联网硬件市场，利用产品获取大

量真实有效的市场反馈及数据，不断打磨产品以贴合用户实际应用需求，稳固产

品在用户心中的地位，为品牌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虽然近两年中国汽车市场销量增速放缓，但自 2008 年开始，近十年间中国汽车

市场销量保持 20% 的增速，促使我国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这为汽车后市场的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商机。2015 年 5 月，国家印发《中国制造 2025》，统筹布

局和推动智能交通工具等产品研发产业化；2016 年 9 月，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发

布《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 

在市场环境与政府政策双向宏观利好条件的助推下，中国智能车载设备市场规模

迅速扩张。据权威数据机构易观统计，2017 年中国智能车载设备市场规模增长

67.7%， 达 265 亿元。同时，智能车载设备也是在 AI 与 IoT 技术的带动下，推

动车联网落地的重要产品。 

而智能行车记录仪作为智能车载设备的代表产品，为用户广泛接受认可，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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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呈井喷式增长，巨大的市场蛋糕吸引无数企业前来分割。为迅速吸收利润，

一些不具备硬件及软件开发的企业开始生产行车记录仪，导致行车记录仪市场鱼

龙混杂，消费者难以甄别产品好坏。 

360 行车记录仪产品于 2015 年进入行车记录仪市场，至今已深耕行车记录仪市

场三年。在“以用户安全为核心”的品牌理念指引下，360 行车记录仪产品在外

观设计、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功能应用设置等方面，均将“安全”放在重点位置。 

从 2017 年第三季度至今，360 行车记录仪拥有卡片式、后视镜、智能云镜、隐

藏式四大产品线，累计出货量突破 600 万台。受益于多年品牌建设的积累，2017

年 9 月，易观发布《中国智能行车记录仪市场专题分析 2017》报告显示，自 2016

年二季度至 2017 年二季度，360 行车记录仪占据了行业领先位置。 

新步伐跟进落实品牌理念 

“流媒体后视镜”的兴起，豪华汽车凯迪拉克的助推作用功不可没，显然，普通

消费者想要切实享受“流媒体后视”优势，所要付出的成本较高，以至于“流媒

体后视镜”的普及程度依然很低。而 360 智能云镜 S800 的定价只需 1499 元，

这一行业现状或将被改变。 

对用户来说，智能行车记录仪引入流媒体技术后，主要解决两项问题：首先是拓

展后方视野，减免驾驶者大幅度回头观察路宽带来的行车安全隐患；其次是利用

智能驾驶辅助设备，获取到更多个性化服务，提升车辆档次与驾享感受。 

而 360 智能云镜 S800 为用户提供了解决这两项需求的合理方案。其富有设计感

的产品外形及绑带安装方法，在不改变原车结构的基础上，为车辆内饰增色不少；

其内部应用的 HDR（宽动态范围成像技术）和强光抑制算法，解决了不同光照

情况下产品拍摄问题，在拍摄覆盖范围问题方面，也有外部配置的后视 100°广

角镜头相应对。 

在全套产品解决方案制定上，S800 融合了智能语言交互系统。作为 360 发力车

联网的重点产品，360 智能云镜全系产品均搭载智能语音交互操控系统。2014

年 11 月，亚马逊基于 Alexa 平台的智能音箱 Echo 上线，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

家居领域，让语音操控智能设备成为可能。而对于行车记录仪来说，语音识别作

为智能车联的首要入口，该项技术的应用可帮助驾驶者消除手控操作带来的麻烦，

避免驾驶者因手动操控设备将双手离开方向盘所造成的安全隐患，也让用户能够

使用设备进一步享受人机互动沟通的乐趣。 

360 这家互联网企业一直以“安全”闻名，在智能云镜系列产品中，主打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驾驶安全，这种在技术开发方面独特的思考，在新产品 360

智能云镜 S800 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实践。 

用户体验才是产品评价标准 

此前，外界一致认为“流媒体技术”难以真正应用于车载领域。原因有二：一是

自 2016 年开始智能行车记录仪市场上升态势迅猛，部分不具备生产研发实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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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智能行车记录仪产品中应用低端配置，压缩利润，以占据用户市场。真

正具有良好性能的产品因价格较高，难以进入消费者视野；二是流媒体技术对后

方摄像头拍摄范围、设备屏幕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成像技术难点也有待攻破。 

现如今，360 能够推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流媒体”后视镜，用实际行动反驳了

此前唱衰“流媒体后视镜”的观点，也有望对目前国内行车记录仪市场发展提供

正向引导。此前，为推动智能硬件行业的正向发展，360 倡导成立了“智能硬件

安全产业联盟”，同时向联盟成员开放 360 SMART OS，与联盟成员共享 360

安全能力。360 进入智能行车记录仪领域后，可与更多行车记录仪生产企业分享

其安全技术，完善目前行车记录仪市场的产品品质。 

另外，360 行车记录仪与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展开合作，高端产品售价也基本

在千元左右，S800 的预购价就仅为 1099 元，这也不断积压了小品牌的市场份

额。360 智能云镜 S800 的 8.8 英寸屏幕、100°后方摄像头、HDR 技术、强光

抑制算法，四项软硬件技术的结合，能让“流媒体后视”不再流于概念，而是切

实落实到产品中。（新浪财经） 

 

【区块链】 

纳斯达克 CEO：区块链技术将重塑原有经济 

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阿德南•弗里德曼（Adena Friedman）是一个非常看好区块

链技术的金融行业高管，她认为区块链技术具有颠覆性的金融革命意义，而且能

够重塑世界经济。 

阿德南•弗里德曼不希望纳斯达克的业务局限在传统股票上，因此正在努力把产

品拓展到数字资产和加密货币领域。不仅如此，与传统金融领域的其他区块链支

持者不同，她对加密货币也持乐观态度，虽然目前加密货币的普及程度还没有达

到预期。 

阿德南•弗里德曼认为，数字货币可能是“货币领域的下一步”，但能否普及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政府的反应，她说道： 

“世界各国是否能否接受加密货币、或者允许加密货币置身于监管之外？目前都

还没有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加密货币技术非常吸引人也比较成熟了，这种全

球化支付机制其实非常适合跨境数字经济。但是，能否确保所有国家都拥抱加密

货币仍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纳斯达克已经和泰勒•文克莱沃斯和卡梅隆•文克莱沃斯的双子星加密

货币交易所展开合作，后者将利用其技术确保加密货币交易合规性。阿德南•弗

里德曼认为，区块链技术是一个变革推动者，而且纳斯达克愿意拥抱变革，并推

动这一新兴技术在未来十年甚至更远获得成功。 

不仅如此，阿德南•弗里德曼希望让纳斯达克在区块链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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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 

“区块链技术最先可能会在一些监管较少、效率较低、以及一些有定制需求的市

场里使用。纳斯达克会首先会测试区块链技术，如果它能够被证明有效，并且提

升私人市场和基金行业的效率，那么其他人在部署这一新兴技术的时候就会非常

有动力。” 

此外，阿德南•弗里德曼还进一步解释说，区块链从技术上解决了很大的风险问

题，也因此使银行不必成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当然，区块链技术无法在一夜之间

改变整个金融系统，但至少在效率提升和机器智能等方面的优势，是其能够被金

融行业接受的一个主要诱因。（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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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重点推荐个股 
  

重点公司 股票 2018-05-11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7 2018E 2019E 2017 2018E 2019E 评级 

002095.SZ 生意宝 46.91 0.07 0.4 1.38 670.14 117.28 33.99 买入 

002380.SZ 科远股份 17.26 0.46 0.6 0.78 37.52 28.77 22.13 买入 

300226.SZ 上海钢联 64.29 0.3 1.3 2.04 214.3 49.45 31.51 买入 

600845.SH 宝信软件 28.44 0.54 0.77 1.01 52.67 36.94 28.16 买入 

资料来源：wind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带*标的盈利预测取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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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相关产业政策不明确风险 

2）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3）项目实施进展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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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幼琛，本硕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多次新财富、水晶球最佳分析师团队成员，3 年证券从业经历，目前主要负责计

算机行业上市公司研究。  

【分析师承诺】 

 
宝幼琛，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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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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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人的研究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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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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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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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

产品等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法合规地履行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

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本公司或其他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

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

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部分 17 

若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该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通过此途径获得本

报告的投资者应自行联系该机构以要求获悉更详细信息。本报告不构成本公司向该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

亦不为该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所载内容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郑重声明】 

本报告版权归国海证券所有。未经本公司的明确书面特别授权或协议约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对本报

告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报告的部分或者全部内

容，否则均构成对本公司版权的侵害，本公司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