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1 of 16 

 

[Table_MainInfo]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关注产业内个股 

――计算机行业周报 

分析师： 王洪磊 SAC NO： S1150516070001 2018 年 5 月 14 日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情走势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0%，计算机行业上涨 0.32%，行业跑输大盘

2.28个百分点，其中硬件板块下跌 1.19%，软件板块上涨 0.56%，IT服务板

块上涨 1.48%。个股方面网达软件、真视通、神州易桥涨幅居前；*ST 三

泰、湘邮科技、华力创通跌幅居前。 

 国际市场 

麻省理工学院开发自动驾驶技术，在无地图乡间道路上也能导航；Waymo

计划年内在凤凰城正式推出无人驾驶打车服务；Uber 将测试无人机送餐服

务，最短只要 5分钟；美国白宫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将决定美国对AI的投

资力度。 

 国内市场 

腾讯智慧零售首家全自助化智慧餐饮门店亮相深圳；科技部成立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京东发布智能音响叮咚 mini2，与英特尔宣布战略合

作；青海省卫计委携手腾讯共建“互联网+健康医疗”。 

 A 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达实智能：中标 1.9 亿元智慧医院项目；广电运通：与腾讯公司、财付通签

订 1883.82 万元地铁云平台 AFC 项目；全通教育：中标 3496.44 万元科创

集散地服务项目；麦迪科技：与安挚投资签署产业并购基金框架合作协议；

世纪瑞尔：拟 1000 万元占比 50%设立中唐瑞尔。 

 投资策略  

上周，沪深 300 指数强势上涨，中小板和创业板全周收涨弱于大盘。计算机

行业全周小幅上涨，行业内个股涨多跌少，行业内概念板块次新股、工业

4.0 指数、在线教育等板块涨幅居前，去 IOE 指数、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板

块跌幅居前。估值层面，行业目前的市盈率（中信，TTM）为 59.1 倍，相对

于沪深 300的估值溢价率为 354.62%，行业估值相较于历史底部而言仍存调

整空间。美国白宫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将决定美国对AI的投资力度，无独

有偶，中国科技部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中心，正如之前预料，人工智能

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各国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扶持政策频出，不断优化的

宏观环境将有利于行业的快速发展。Uber 将测试无人机送餐服务，腾讯智

慧零售首家全自助化智慧餐饮门店亮相深圳，互联网巨头纷纷在自己优势领

域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巩固和拓展自己的优势。本周第二届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将在天津举行，届时各大人工智能厂商将展示自己的最近科技成果，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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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相关板块的投资热情。建议投资者将人工智能主题作为未来几年长线布

局的方向进行重点关注。从基本面角度看，行业目前仍不具备明显估值优

势，相关商誉减值风险、被并购公司整合风险等风险因素仍是行业基本面改

善的重要羁绊，商誉问题、并购整合问题积聚的公司仍将存在一定的消化过

程。随着行业近期的整体反弹，个股将迎来分化，建议投资者关注内生增长

强劲或业绩存在边际改善的标的进行布局。综上，我们继续维持行业“中

性”的投资评级，股票池继续推荐太极股份（002368）、恒华科技

（300365）、汉得信息（300170）、浪潮信息（000977）。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受阻、政策落地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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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走势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0%，计算机行业上涨 0.32%，行业跑输大盘 2.28

个百分点，其中硬件板块下跌 1.19%，软件板块上涨 0.56%，IT 服务板块上涨

1.48%。 

个股方面网达软件、真视通、神州易桥涨幅居前；*ST 三泰、湘邮科技、华力创

通跌幅居前。 

表 1:周行业指数涨跌幅 

板块名称  周涨跌幅（%）  

沪深300  2.60 

中小板  2.23 

创业板  1.10 

CS计算机  0.32 

CS硬件  -1.19 

CS软件  0.56 

CS IT服务 1.48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表 2:计算机行业个股涨跌幅榜 

涨跌幅前5

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5

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1 603189.SH 网达软件 38.86  1 002312.SZ *ST 三泰 -19.59  

2 002771.SZ 真视通 23.20  2 600476.SH 湘邮科技 -8.44  

3 000606.SZ 神州易桥 22.95  3 300045.SZ 华力创通 -7.93  

4 601519.SH *ST 智慧 13.56  4 300302.SZ 同有科技 -6.68  

5 300348.SZ 长亮科技 12.31  5 300496.SZ 中科创达 -6.52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2.行业动态 

2.1 国际市场 

Waymo 计划年内在凤凰城正式推出无人驾驶打车服务 

【腾讯科技】据外媒报道，在本周召开的 Google I/O 大会上，Waymo 的首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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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官约翰-克拉夫希克（John Krafcik）表示，他的公司将于今年在凤凰城正式推

出无人驾驶打车服务。 

鉴于该服务的试点项目已于去年 11 月启动，克拉夫希克的这一声明显示出

Waymo 对自己的无人驾驶汽车非常有信心。 

现在，Waymo 的试点项目是通过一款自动驾驶的 Chrysler PAcifica 汽车为凤凰

城居民提供打车服务。该试点项目仅限于一个有限的区域，而且是免费提供的，

但目前还不清楚该试点项目是否有其他限制，比如哪些人可以使用该服务。 

除了费用之外，该试点项目转成正式服务后似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Waymo 向

记者证实，这项服务将向公众开放，并且是收费服务。这意味着，凤凰城周围免

费乘车的日子结束了。 

目前还不清楚试点项目转成正式服务后是否会扩大服务的地区范围。该项目目前

只在凤凰城特定地区运营，Waymo 认为这里最适合运营其服务。将服务范围扩

大到整个凤凰城地区也是有可能的，但考虑到 Waymo 对其自动驾驶汽车推出的

测量方法，它似乎更有可能采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扩大服务范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这项服务推出时车辆上是否会配备安全驾驶员。虽然

目前还不清楚这一点，但是 Waymo 承诺，随着服务正式推出时间的临近，它将

公布更多的细节。 

资料来源：http://tech.qq.com/a/20180509/019920.htm 

Uber 将测试无人机送餐服务，最短只要 5 分钟 

【腾讯科技】据国外媒体报道，Uber 首席执行官达拉 -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表示，Uber 计划在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无人机送货项目测试，该

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本周三批准大范围商业测试项目的一部分。 

科斯罗萨西表示，用户可以期待在 5 分钟到 30 分钟内完成送餐，这取决于是来

自于无人机配送还是人工配送。“只要按下按钮，食物就会送到你的家门口。

Uber 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外卖业务。”科斯罗萨西在 Uber 峰会上接受彭

博社采访时表示。 

根据美国运输部的介绍，目前已经选择了 10 个州的地方政府，以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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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联邦快递、英特尔、高通和 Uber 在内的几家公司，共同开展商用无

人机测试项目。 

在 Uber 的 Elevate 峰会飞行汽车讨论环节，科斯罗萨西谈到了一系列的话题。

这位首席执行官表示，在去年刚刚加入 Uber 的时候，对飞行汽车项目还持怀疑

态度，但最终自己还是决定支持这项属于公司未来的尝试。“Uber 绝不会仅仅

关注汽车，只要是与运输和流动、交通有关，都是 Uber 关注的领域。” 

资料来源：http://tech.qq.com/a/20180511/023226.htm 

美国白宫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将决定美国对 AI 的投资力度 

【腾讯科技】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和总统特朗普将成立人工智能特别工作组。 

周四，美国副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克拉希欧斯(Michael Kratsios)在华盛顿举行的

一场人工智能峰会上宣布了新委员会的成立。出席此次峰会的包括美国政府官

员、学术界人士和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公司。 

新的“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将在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运营，其成员包括将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官员，如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 

“人工智能改变了农业、制造和交通在内的一切，但该技术的潜力仍然十分惊

人。对此，我们不能被动。要实现人工智能对美国人民的全部潜能，需要行业、

学术界和政府的通力合作，”克拉希欧斯在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中表示。 

据悉，新委员会的目标之一是，确定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的优先级，以及对该技

术的投资力度。 

英伟达数据中心部门副总裁伊恩·巴克（Ian Buc）也参加了此次峰会，他在一篇

博客中表示，他将敦促政府增加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和举措的资助。 

“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无可替代，它的资助能够推动研究。反过来，研究将推

动创新，从创业公司到跨国公司，”他写道。 

资料来源：http://tech.qq.com/a/20180511/018644.htm 

2.2 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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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智慧零售首家全自助化智慧餐饮门店亮相深圳 

【腾讯科技】5 月 8 日，周黑鸭联合微信支付打造的“周黑鸭&微信支付智慧门

店”在深圳南山区正式开业。消费者可以在该门店体验包含人脸识别、人工智能

等“黑科技”的新时代智慧零售购物方式。 

在周黑鸭 x 微信支付智慧门店中，整合了微信人脸支付、人脸识别、AI 商品识

别、小程序、微信会员卡、微信社交广告数据等六大数字化技术能力，实现了全

场景数字化的覆盖，是微信支付智慧零售解决方案的全新升级。 

在消费流程上，通过人脸识别和手机扫描确定消费者及其账户，摄像头图像识别

捕捉产品信息，人工智能的深度自学提升图像识别的精确度以及人脸支付开启

“空付”大门等手段，打造高效、智能的用户购物体验。 

周黑鸭 CEO 郝立晓表示，此次与微信支付强强联手，打造周黑鸭全国首家智慧

门店，正是希望借助微信支付在大数据、会员体系以及支付解决方案等各方面的

能力，为周黑鸭的“智慧零售战略”助力共同打造有温度的消费场景，不断优化

顾客体验。 

微信事业群副总裁耿志军表示，周黑鸭微信支付智慧门店是团队通过细分行业，

与合作伙伴在“人”“货”“场”三方面进行深挖后的成果。接下来，微信支付

团队还将与更多合作伙伴携手，一起在挖掘更多智慧零售创新的可能，为顾客带

来不断优化的消费体验。 

资料来源：http://tech.qq.com/a/20180509/020045.htm 

科技部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 

【腾讯科技】4 月 26 日，科技部组织召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会议

暨人工智能前沿趋势研讨会，受王志刚部长委托，李萌副部长出席并主持会议。 

为强化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实施的组织保障和研究支撑，科技部组建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依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广泛联系人工智能领域学者和产业界人士，旨在对人工智

能发展战略和前沿技术方向提供咨询建议。研讨会上，周志华、陈云霁、王晓

刚、曾毅、周伯文、施尧耘、张敏灵、尹首一、查正军、唐珂等与会专家围绕机

器学习、智能芯片、计算机视觉、类脑智能、量子智能等人工智能前沿趋势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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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做了交流。 

李萌副部长表示，组建研究中心是推进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研究

中心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加强长期持续跟踪监测，及时研判大势，强化

战略和政策储备；努力集成各类智库机构的资源，打造具有广泛影响的人工智能

研究合作平台，形成我国人工智能重大问题研究的合力；围绕战略目标，聚焦关

键问题，持续开展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我国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

机遇，带动国家竞争力的整体跃升作出积极贡献。 

科技部相关司局和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参加会议。 

资料来源：http://tech.qq.com/a/20180509/003723.htm 

京东发布智能音响叮咚 mini2，与英特尔宣布战略合作 

【腾讯科技】5 月 10 日，京东发布智能音箱叮咚 PLAY 和叮咚 mini2 小体积家庭

助手，据介绍，叮咚 PLAY 具备高清屏幕和“视觉”，为消费者提供了自然流畅

的交互方式，可以轻松满足视频点播、视频沟通、购物、教学等等需求；叮咚

mini2 在精巧的身材内容纳了自定义唤醒词、海量内容服务、高精度语音识别等

绝技，让更多消费者可以通过语音连接未来生活。 

同时，在叮咚 PLAY 的联姻下，京东与英特尔正式宣布了智能家居技术部署和开

发的战略合作，共同探索智能家居市场未来的方向。 

PLAY 的“技术标杆”身份在于，它不仅升级了听觉和语言的能力，增强了人机

语音交互流畅度，并且加入了视觉能力，形成了多模态交互以及情景感知。

PLAY 的视觉认知能力包括图像识别、人脸识别、ARVR 交互体验，通过对语

音、图像、触摸等多种交互形态的融合，让用户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最自然的交

流方式。叮咚 mini2 作为智能音箱入门级产品则提供了优秀的性价比，在搭载了

叮咚6麦克风环形阵列语音解决方案、语音唤醒率高达96%的前提下，价格只需

79 元。 

此前，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提出了“积木理论”，将京东自

身资源和能力模块化，以“整合+组合”的形式开放给合作伙伴。在积木理论的

指引下，叮咚早已经成为京东实现多场景、多终端的核心智能商业战略产品，通

过连接技术、内容、服务、商品等领域为京东与各合作伙伴之间带来了新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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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今天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技术网委员会主席黎科峰博士与英特尔公司副

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王锐博士宣布了战略合作。黎科峰博士表示，双方会继续在

叮咚新品研发方面进一步合作，还将基于京东 Alpha 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与英特尔

展开更深度的合作，通过智能家居领域内的 AI 技术研发、芯片设计共同打造智

能硬件产品的新一代人机交互技术，共同探索智能硬件、智能家居新的发展方

向。 

资料来源：http://tech.qq.com/a/20180510/032751.htm 

青海省卫计委携手腾讯共建“互联网+健康医疗” 

【腾讯科技】由青海省卫计委与腾讯公司携手举办的“青海省互联网+医疗健康

峰会”在青海举办，双方还签署了“互联网+健康医疗”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

力提升医疗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此次峰会确定了青海省卫计委与腾讯公司双方在“互联网+健康医疗”上的战略

合作方向：立足青海省医疗资源布局规划，充分利用腾讯的微信生态体系、腾讯

云、大数据等的技术优势，协助构架“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共同开展电子

居民健康卡、远程医疗系统、AI 辅诊和人工智能腾讯觅影等方面的合作。此前 4

月 12 日在 2018 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上，腾讯发布了医疗影像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以及微信智慧医院 3.0，此次与青海省卫计委达成

战略合作，意味着腾讯全新升级的“互联网+医疗”方案将全面助力青海省的

“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 

据悉，青海省卫计委与腾讯的“互联网+医疗”战略合作，将围绕“互联网+医

疗健康体系建设”、“电子居民健康卡建设”、“人工智能研究与合作计划”、

“搭建远程医疗系统”四大模块展开。 

其中，腾讯公司将利用基础支撑能力方面的技术优势如腾讯云、微信生态体系和

大数据等协助青海省卫计委构架“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为青海省电子居民

健康卡平台提供微信实名认证功能，通过微信为用户发放青海省居民健康卡。而

在人工智能与医学的探索上，利用腾讯觅影的 AI+医疗能力，提升医院的人工智

能辅助诊疗技术得到提高，开发临床教学、图像识别、辅助诊断等智能化应用工

具，探索研究面向患者的精准医疗创新服务。此外，在远程医学系统建设方面，

利用腾讯公司大数据、腾讯云等优势，搭建远程会诊、影像、心电、病理、检验

和远程教育等平台，解决偏远地区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条件不足的短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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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tech.qq.com/a/20180511/024686.htm 

3.A 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达实智能：中标 1.9 亿元智慧医院项目 

公司公告称，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被确定为“眉山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一

期工 程中央空调 、电梯等 设备采购项 目”的中 标人，中标 金额为

193,923,800.00 元。 

公司表示，本中标项目为公司在川渝地区首个落地的智慧医院项目，印证了公司

深耕智慧医疗的战略布局，公司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智慧医疗领域的先进技

术与服务优势，在区域市场内树立标杆，持续提升公司业务覆盖规模与竞争优

势。 

广电运通：全资子公司与腾讯、财付通签订 1883.82 万元地

铁云平台 AFC 项目 

公司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近日与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及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就微信乘车码业务签订了《深圳

地铁云平台 AFC 改造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8,838,219.61 元。 

公司表示，此次公司与腾讯公司、财付通签订的合同是深圳地铁云平台 AFC 改

造项目的第一期合同，公司通过对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再次升级，进一步实现了

地铁车票从实体向数字虚拟化的转变，在给乘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时，也

为地铁公司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管理水平。 

全通教育：控股子公司中标 3496.44 万元科创集散地服务项

目 

公司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闻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酉米建

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上海闻曦为“嘉定青少年科创

集散地服务项目”的中标供应商，中标金额为 349644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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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表示，此项目中标是公司布局教育服务业务的重要进展，本次科创集散地项

目的建设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科创教育队伍的科学素

质和技能，对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课改要

求，充分重视把握区域性项目合作机会，通过为嘉定青少年提供优秀的科创课

程，完善学生综合素养评定，助力嘉定建设“中国首个中小学科创教育集散

地”。 

麦迪科技：与安挚投资发起设立大健康产业并购基金 

公司公告称，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加速大健康产业的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

力，公司决定与上海安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麦迪安挚医疗大健康产

业并购基金，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经验，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产业基金目

标规模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其中，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麦迪投资拟出资额

不超过 5,000 万元。 

公司表示，公司通过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旨在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加速公司在大

健康产业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同时享受部分项目并购等带来的投

资收益，有利于增加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世纪瑞尔：拟 1000 万元占比 50%设立中唐瑞尔 

公司公告称，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开发新的市场，公司拟与中唐

空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四川省成都市设立中唐瑞尔智能轨道技术有限公

司，并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于公司会议室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中唐瑞尔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0%，

中唐空铁以货币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公司表示，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中唐瑞尔，承接空铁相关业务，有助于提高相关业

务的经营效率、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和拓展新的业务，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业

务结构、完善公司城市轨道交通以及铁路安全防控系列产品与服务体系。 

4.投资策略 

上周，沪深 300指数强势上涨，中小板和创业板全周收涨弱于大盘。计算机行业

全周小幅上涨，行业内个股涨多跌少，行业内概念板块次新股、工业 4.0 指数、

在线教育等板块涨幅居前，去 IOE指数、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板块跌幅居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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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层面，行业目前的市盈率（中信，TTM）为 59.1 倍，相对于沪深 300 的估值

溢价率为 354.62%，行业估值相较于历史底部而言仍存调整空间。美国白宫成

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将决定美国对 AI 的投资力度，无独有偶，中国科技部成立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中心，正如之前预料，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各国

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扶持政策频出，不断优化的宏观环境将有利于行业的快速发

展。Uber 将测试无人机送餐服务，腾讯智慧零售首家全自助化智慧餐饮门店亮

相深圳，互联网巨头纷纷在自己优势领域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巩固和拓展自己的

优势。本周第二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天津举行，届时各大人工智能厂商将展

示自己的最近科技成果，有望带动相关板块的投资热情。建议投资者将人工智能

主题作为未来几年长线布局的方向进行重点关注。从基本面角度看，行业目前仍

不具备明显估值优势，相关商誉减值风险、被并购公司整合风险等风险因素仍是

行业基本面改善的重要羁绊，商誉问题、并购整合问题积聚的公司仍将存在一定

的消化过程。随着行业近期的整体反弹，个股将迎来分化，建议投资者关注内生

增长强劲或业绩存在边际改善的标的进行布局。综上，我们继续维持行业“中

性”的投资评级，股票池继续推荐太极股份（002368）、恒华科技（300365）、

汉得信息（300170）、浪潮信息（000977）。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受阻、政策落地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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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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