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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工业互联网有望成为 SaaS 入口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本周行情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中信)指数下跌 1.10%，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78%，

创业板指数上涨 0.11%。IPO 新政下独角兽上市将带来科技板块估值体系的多元化

（主要是研发投入价值重估）而非低 PE 一刀切，新价值锚的重塑尤其是研发投入

的重估将推动计算机行业细分龙头估值修复和提升，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推动

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战略有望推升市场对计算机行业的风险偏好，贸易战推动社

会和资本市场对于自主可控创新和网络安全的认可。从产业看，云计算产业进入放

量落地发展阶段，年报和一季报显示，云和大数据板块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52%和

41%，我们年初已经提出云计算有望成为计算机行业未来两年业绩驱动的主线板块，

而自主可控的基础重要性得到认可，有望成为政策驱动的主线板块。此前机构在计

算机行业持仓较低，一季报显示基金持仓比例提升到 2.99%，仍略低于计算机行业

的标配值 3.07%，我们认为有望持续超预期的云、自主可控、网络安全有望得到机

构继续加仓。当前时点我们继续重点推荐云/工业互联网的用友网络、广联达，网络

安全的卫士通、启明星辰、美亚柏科、绿盟科技；自主可控的中国长城、太极股份、

中国软件。其它推荐飞利信、赢时胜、星网宇达、汉得信息、恒生电子等。 

 河南省公示第一批企业上云综合云平台服务商，工业互联网有望成为 SaaS 入口：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公示，经过企业自主申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组织专家

评审，拟确定 10 个单位（联合体）入围河南省第一批“企业上云”综合云平台服

务商。由于制造环节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会掣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使用，但企业

在上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中后台的 ERP 管理反而容易落地，所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实

际上已经成为云 ERP 和其它工业 SaaS 的流量入口。用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在

河南省第一批 10 家公司名单里，并且目前已经相继落地湖北、江西、浙江、上海、

江苏、河南、天津等省。在政府财政推动下，企业上云持续加速，按照两年内一个

省份两万家企业上云、客单价 5 万考虑，则仅目前已经落地的省份空间即达到 70

亿。作为 PaaS 和 SaaS 相结合的龙头，并且开放接口与合作伙伴一起致力于生态建

设，公司有望构建基于云环境的产业融合生态体系。4 月份公司 U8 Cloud 上线新产

品，针对大型企业的 NC 系列云产品也有望在三季度落地，云落地持续加快。 

 风险提示：工业互联网、自主可控、网络安全进展低于预期；贸易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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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观点 

1.1.   行业走势回顾 

上周计算机行业(中信)指数下跌 1.10%，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78%，创业板指数

上涨 0.11%。 

图 1：涨幅前 5  图 2：跌幅前 5 

002308.SZ 威创股份 14.10% 

300157.SZ 恒泰艾普 13.42% 

000158.SZ 常山北明 12.72% 

603039.SH 泛微网络 12.45% 

300191.SZ 潜能恒信 12.32% 
 

 

603189.SH 网达软件 -15.09% 

300044.SZ 赛为智能 -12.77% 

002512.SZ 达华智能 -12.66% 

601519.SH 大智慧 -10.37% 

002771.SZ 真视通 -9.2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3：换手率前 5 

603189.SH 网达软件 84.64% 

002771.SZ 真视通 63.15% 

300157.SZ 恒泰艾普 46.00% 

300598.SZ 诚迈科技 45.37% 

300333.SZ 兆日科技 40.7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本周行业策略 

本周行情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中信)指数下跌1.10%，沪深300指数上涨0.78%，

创业板指数上涨0.11%。IPO新政下独角兽上市将带来科技板块估值体系的多元化（主

要是研发投入价值重估）而非低 PE 一刀切，新价值锚的重塑尤其是研发投入的重估

将推动计算机行业细分龙头估值修复和提升，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发文推动资本市

场服务网络强国战略有望推升市场对计算机行业的风险偏好，贸易战推动社会和资

本市场对于自主可控创新和网络安全的认可。从产业看，云计算产业进入放量落地

发展阶段，年报和一季报显示，云和大数据板块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52%和 41%，我

们年初已经提出云计算有望成为计算机行业未来两年业绩驱动的主线板块，而自主

可控的基础重要性得到认可，有望成为政策驱动的主线板块。此前机构在计算机行

业持仓较低，一季报显示基金持仓比例提升到 2.99%，仍略低于计算机行业的标配值

3.07%，我们认为有望持续超预期的云、自主可控、网络安全有望得到机构继续加仓。

当前时点我们继续重点推荐云/工业互联网的用友网络、广联达，网络安全的卫士通、

启明星辰、美亚柏科、绿盟科技；自主可控的中国长城、太极股份、中国软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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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推荐飞利信、赢时胜、星网宇达、汉得信息、恒生电子等。 

河南省公示第一批企业上云综合云平台服务商，工业互联网有望成为 SaaS 入口：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公示，经过企业自主申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组织专家

评审，拟确定 10 个单位（联合体）入围河南省第一批“企业上云”综合云平台服务

商。由于制造环节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会掣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使用，但企业在

上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中后台的 ERP 管理反而容易落地，所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实际

上已经成为云 ERP 和其它工业 SaaS 的流量入口。用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在河南

省第一批 10 家公司名单里，并且目前已经相继落地湖北、江西、浙江、上海、江苏、

河南、天津等省。在政府财政推动下，企业上云持续加速，按照两年内一个省份两

万家企业上云、客单价 5 万考虑，则仅目前已经落地的省份空间即达到 70 亿。作为

PaaS 和 SaaS 相结合的龙头，并且开放接口与合作伙伴一起致力于生态建设，公司有

望构建基于云环境的产业融合生态体系。4 月份公司 U8 Cloud 上线新产品，针对大

型企业的 NC 系列云产品也有望在三季度落地，云落地持续加快。 

 2018Q1 收入恢复高增长，云和大数据板块领跑：计算机行业 2017 年共计实现

收入 4928.39 亿元，同比增长 12.06%；归母净利润 359.75 亿元，同比增长 9.18%，

增速相对 2016 年均出现显著回落。我们认为增长同比回落的原因是计算机行业外延

并购放缓，行业增长逐步回归内生，而非内生增长放缓。根据中信计算机行业指数，

一季度计算机行业收入完成 1080.98 亿元，同比增长 29.19%；归母净利润实现 42.38

亿元，同比增长 7.91%。虽然一季度收入在全年收入中占比偏低，但也预示着行业正

在显著回暖。随着政府换届及军改对于采购的负面影响逐步消除，我们认为行业有

望回归高速增长。尤其是云和大数据板块，2017 年报和 2018Q1 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52%和 41%，持续领跑行业，有望成为行业未来两年业绩驱动的主线方向。 

行业估值仍低于历史均值，机构持仓比例回升持股集中度下降：2018 年 4 月 27

日，中信计算机行业相对沪深 300TTM 估值水平为 4.68，相对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的 4.03 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历史均值（历史最高位为 10.37，平均数为 5.64）。同时，

机构计算机行业持股比例有所回升，从 2017 年底的 2.22%回升到 2.99%，但仍低于

行业的标配值 3.07%。历史上，计算机行业通常超配比例在 2 至 4 个百分点之间，目

前仍然处于相对低位。截止 2018 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在计算机行业持股市值前 20

的公司共计持股市值为 303.30 亿元，在所有计算机股票持仓中的占比为 57.70%，低

于年报的 78.11%，持股集中度显著下降。目前持股市值最高的公司是启明星辰，机

构持股比例为 13.32%，持股市值为 32.67 亿元。 

  

长期重点推荐： 

云/工业互联网：用友网络、汉得信息、广联达、今天国际、东方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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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安：卫士通、启明星辰、美亚柏科、绿盟科技； 

金融科技：赢时胜、恒生电子； 

自主可控：中国长城、太极股份、中国软件； 

电子政务：太极股份、飞利信、华宇软件； 

军工信息：中国海防、星网宇达； 

医疗信息：卫宁健康； 

此外关注东方财富等。 

 

风险提示：自主可控、网络安全进展低于预期；贸易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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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报告更新 

【卫士通】携手阿里构建自主可控云，网安旗舰再添一环 

投资要点： 

控股股东与阿里云合作打造安全云平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网安与阿里云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国内一流的国产软硬件厂商，基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核高基项

目，打造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网安飞天”安全云平台品牌，构建国产自主可控

安全云平台生态链。“网安飞天”是基于阿里云基础运算平台，结合中国网安安全保

密的整体优势，在身份认证、密码算法、通信加密、资源监控等方面进行改造构建

的安全云平台品牌，具有软硬件自主可控、立体安全防护、高性能高可靠等特性，

可满足政府、国防和重点行业高安全级用户的云平台建设需求。目前“网安飞天”

安全云平台处于产品研制过程中，预计将于 2018 年底正式发布。 

公司是“网安飞天”的实际执行单位：签约是在公司控股股东网安层面，但具

体的实施与负责由卫士通承担。公司主要承担“网安飞天”安全云平台产品的总体

及应用研究，积极参与“网安飞天”安全云平台产品的研制，并且将作为该产品的

市场运营负责单位，开展“网安飞天”安全云平台在党政、国防和重点行业的应用

和推广。届时，卫士通将形成安全云计算平台解决方案和应用实践，形成为各种用

户提供安全云平台方面的专家咨询服务能力，以及相关工程实施和运维服务能力。 

夯实公司云安全自主可控行业地位：目前政府、国防和重点行业的云平台建设

正处于快速发展前期，对自主可控安全云平台的需求日益急迫，卫士通凭借在央企

网安运维方面的明显优势，随着后面“网安飞天”安全云平台产品发布和规模应用，

借助平台，预计未来有望加速公司在政府、军队领域业务的拓展进度，夯实公司在

自主可控安全云平台领域的行业地位。此前根据腾讯科技的一则新闻[1]，亚马逊有

望获得美国国防部 10 年期订单为 100 亿美元，合理预期下国内自主可控云有望达到

超百亿元市场，公司行业地位夯实后有望获得更大市场份额。 

打造网安国家旗舰，网安领域全产业链布局：目前为止，公司几乎全产业链占

领网络安全网战全部战略至高峰：（1）央企安全运营百亿市场逐步打开，公司作为

央企背景至少享有一半市场份额；（2）公司首个高安全云正在规划，有望落地；（3）

抢占 5G 安全制高点，成为 5G 安全的主要研究单位，预计公司有望成为 5G 时代安

全通信运营商。结合本次“网安飞天”自主可控云的合作，公司目前在网络安全领

域已经基本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计 2018/2019/2020 年净利润分别为 2.55/3.53/4.90

亿元，EPS 分别为 0.30/0.42/0.59 元，对应 107/78/56 倍 PE，考虑到公司承担“网安

飞天”平台建设加速推动公司网络安全运维在政府、军队等市场的拓展，维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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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评级。 

风险提示：安全云平台建设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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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动态 

3.1.   人工智能 

除 Pixel 手机外，今年秋季 Google 推出 Pixel 品牌手表 

谷歌预计将于今年秋季推出第三代 Pixel 设备，除了两款手机、第二代 Pixel Buds

之外，昨日，爆料大神 Evleaks 在社交媒体爆料称，从可靠消息源获悉，谷歌会在今

年秋季召开的硬件发布会上推出一款 Pixel 品牌的智能手表。 

来源：http://36kr.com/p/5133702.html 

英伟达发布新算法，可以重建缺失像素 

英伟达公司由 Guilin Liu 领导的研发团队发布了一种最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

可以编辑图像或复原那些像素有缺失的图像。该方法还可以通过删除图像的部分内

容再进行填充的方式，来重新编辑图像。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xadVEjp19vXoXFxo.html 

腾讯拿下了深圳第一张自动驾驶牌照 

这一次深圳交管部门只发放了一张牌照（官方称谓是“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

时号牌”），这张牌照花落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有效期截至 2018 年 8 月 9 日。具体

的测试路段会由政府部门勘测划定后公布，测试路段确定后，腾讯自动驾驶会按照

政府划定的路段进行自动驾驶测试。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2MMCFtOYrkjkQQXh.html 

富邦银行在台湾推出首个区块链支付系统，2 周内交易数增长了 4 倍 

台北富邦银行 13 日宣布，在国立政治大学推出区块链支付应用场景。此举让台

北富邦银行成为台湾首家提供可商业运作区块链支付的银行。 

为了解决政大师生在中午用餐的高峰情况，富邦银行推出的区块链支付，让政

大师生免用现金结账，师生只需要使用富邦行动银行 App 里的“Lucky Pay”扫描商

家的 QR Code 之后即可消费。根据台北富邦银行统计，区块链支付上线 2 周内，政

大附近的合作商家交易数增长了 4 倍。 

来源：http://36kr.com/p/5134026.html 

云知声发布全球首款面向 IoT 的 AI 芯片 

5 月 16 日，云知声在北京召开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全球首款面向物联网的 AI

芯片——UniOne。云知声第一代 UniOne 物联网 AI 芯片及解决方案——雨燕采用

CPU+uDSP+DeepNet 架构，支持 8/16bit 向量、矩阵运算，基于深度学习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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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面向语音 AI 的并行运算性能发挥到极致，在更低成本和功耗下提供更高的算

力。 

云知声联合创始人/芯片负责人李霄寒表示，云知声不仅提供雨燕芯片和终端引

擎，还将应用部分向客户开源，同时提供相应定制化工具以及云端 AI 能力服务。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5702 

取得自动驾驶路测牌照，建立研发中心，宝马提速本土化战略 

继上汽、腾讯、滴滴获得自动驾驶路测牌照后，国际整车制造商宝马也在 5 月

14 日拿下了上海颁发的自动驾驶测试牌照。这也是首家在中国获得自动驾驶路试许

可牌照的国际整车制造商。 

宝马集团官方表示，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第一战略”，落实“A.C.E.S.”（自

动化、互联化、电动化、共享/服务化）四个方面的布局，为客户创造激动人心的解

决方案和创新的出行体验，加速向科技公司转型。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YpadxfUtZd5qMmVr.html 

三星发力人工智能 将把 Bixby 应用于更多家电产品 

韩国消费电子与家电制造商三星电子宣布，为了打造家庭物联网生态系统，该

公司将把旗下的人工智能语音识别系统 Bixby 应用到更广泛的家电产品中。三星消费

电子部门负责人金玄石表示，为了扩大家庭物联网生态系统，为不同的用户提供定

制化的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三星电子的解决方案，包括 Bixby，将为消费者提供升级

的体验。 

来源：http://www.qianjia.com/html/2018-05/17_292312.html 

韩国计划 5 年内投资 2.2 万亿韩元开发人工智能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将在未来 5 年内投资 2.2 万亿韩元（约合 130 亿元）开发核

心人工智能（AI）技术，以在 2022 年前成为该领域的全球巨头。根据科学和信息通

信部宣布的计划，韩国政府将牵头制定一个包括研发在内的国家人工智能计划，以

加入世界强国的行列。韩国第四次工业革命总统委员会主席 Chang Byung-gyu 表示：

“政府认为，通过与私营企业联手，获得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不仅将达到全球标准，

而且最终会培养出人才并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2 年进入全球前

四名。” 

来源：http://www.sohu.com/a/231947451_651994 

 

3.2.   金融科技 

支付宝与网联宣布完成对接，可对外提供接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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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联”）和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支付宝”）分别发布公告，称双方已完成对接，已经可以对外提供收单服务。

从双方发布的公告来看，二者签署合作协议后，网联主要为支付宝的条码支付业务

提供转接清算服务，目前双方已经完成系统对接、联调测试和生产验证。即日起，

网联将面向收单机构提供支付宝条码支付业务接入服务。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qGEVYSkUmCgBXGoy.html 

全球区块链、虚拟货币、ICO 监管政策汇总 

这场席卷全球的区块链技术、数字资产变革中，除全面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外，

我们仍需掌握其他国家在新兴领域的态度和布局。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地在内的十八个国家及地区相继出台政策或监管策略，可以看到，无论国别、

发展水平，在这场或有变革来临之前，都在积极筹划，做好应对准备。 

来源：http://www.8btc.com/global-blockchain-regulatory-policy 

GPU 挖矿全面溃败？ASIC 将让英伟达第 2 季度挖矿营收跌三分之二 

全球显卡巨头英伟达（Nvidia）宣布 2018 年第一季度销售情况取得成功，一部

分上归功于加密货币相关销售的推动，这一部分占到了总营收的 10%。尽管如此喜

人，但英伟达预计 2018 年第二季度从加密货币爱好者那里获得的销售额将下跌超过

三分之二。 

来源：http://www.8btc.com/nvidia-expects-2-3-decrease-in-sales 

从产业地产切入，碧桂园开发“碧合平台”，以实现物联网和场景的连接 

碧桂园集团内部已完成了碧桂园碧合平台的开发，平台处于试运营阶段，预期

将于今年 9 月份配合碧桂园潼湖科技小镇的开放而正式上线。碧合平台项目的负责

人祝黎辉表示，碧合开放平台主要包括四部分——物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支付

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其中前两个平台是核心。同时构筑碧合开放平台对第三方的应

用和能力，向运营平台附着能力。 

来源：http://36kr.com/p/5133711.html 

美国监管机构达成共识：不会阻碍区块链创新，更不会打压加密货币 

在纽约举行的共识大会上，美国监管机构表示仍在密切关注加密货币和 ICO 的

动态，但其目标不是打压该行业。不会阻止创新或干扰区块链底层技术及建立在新

兴技术上的代币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声称一定会对那些企图在该领域实施诈

骗和直接偷窃的行为采取行动。 

来源：http://www.8btc.com/usa-blockchain-crypto 

恒大拟发行首期 10 亿元供应链 ABS，2018 房企供应链融资出现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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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网消息，恒大拟于 5 月 23 日左右发行供应链 ABS，由深交所发行。恒大已

获 100 亿元储架发行额度，期限不超过 1 年，第一期规模约 10 亿元，收益率不超过

6.7%。据相关资料显示，恒大这笔供应链 ABS 的基础资产是恒大地产供应商应收账

款债券及其附属担保权益，原始权益人为一家注册在深圳前海的保理公司，债务人

为恒大地产直接或间接控股的项目公司，共同债务人是恒大地产。模拟基础资产池

中的应收账款余额共计 20.9 亿元，共涉及 117 户债务人。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a5exNbFYVcNdO5Xf.html 

蚂蚁金服资产管理规模 2.2 万亿元 用户数达 6.22 亿 

5 月 17 日，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称，蚂蚁金服正寻求新一轮融资约 100 亿美

元融资，本轮对公司估值为 1600 亿美元。投资者说，融资已经超额认购。《金融时

报》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蚂蚁金服目前用户量已增加至 6.22 亿，其中有 5.2 亿用

户来自支付宝；管理资产规模达 2.2 万亿元，其中余额宝管理着 1.5 万亿元(合 3450

亿美元)资产。这将使蚂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财富管理平台，这也是蚂蚁金服首

次披露其管理的资产规模。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s52mBismss5rz6Mf.html 

 

3.3.   企业 SaaS 

阿里云象联合发力生鲜后端，首届全球生鲜峰会在杭召开 

阿里巴巴与易果旗下云象供应链在杭州共同举办首届全球生鲜峰会（F20）。包

括嘉吉（Cargill）、丹麦皇冠（Danish Crown）、Camposol 等全球 20 家顶级生鲜企业

的 CEO 或 CEO 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国内外生鲜行业的发展趋势。 

来源：https://www.iyiou.com/p/72304 

梅花网发布全新 SaaS 产品“大猫自动化营销” 

5 月 14 日，梅花网宣布发布一款全新的 SaaS 产品“大猫自动化营销”，主要面

向 B2B 行业的市场和销售职能，帮助 SaaS 产品、工业品和企业服务厂商实现效率更

高的客源获取、线索培育、销售转化、流失防范等市场销售核心问题。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5621 

百度糯米影业 2 亿美金卖身爱奇艺 

5 月 14 日，百度旗下糯米影业已被作价 2 亿美金卖给百度系公司爱奇艺，百度

糯米影业相关团队也已于近期调整。有接近交易人士向《一线》表示，糯米影业与

爱奇艺会在技术和资源层面进行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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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于这一交易信息百度官方暂未做出回应。至此，百度糯米影业悬而未决

的去向终于落定，而百度 O2O 相关业务的主要资产也基本被拆分完毕。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5638 

EasyStack 获 3 亿元 C+轮融资，启动国内上市计划 

中国开源云计算企业 EasyStack 正式发布公司中文品牌名——易捷行云，并宣布

完成由多家人民币基金投资的 3 亿元 C+轮融资。同时 Easystack 创始人宣布，在 2018

年完成拆 VIE 架构。 

来源：http://www.sohu.com/a/231674464_117373 

上海铱硙脑医生完成数千万 Pre-A 轮融资 

近日，上海铱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脑医生顺利完成 Pre-A 轮融资，获得海尔

资本数千万元的独家投资。上海铱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由联合创始人王思伦博士以

及林照寒先生于 2017 年 4 月创立，天使轮获得道彤清辉、艾瑞资本及上海圣习数百

万的天使轮投资。 

脑医生是基于公司自有的中国人脑模型数据库，结合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核心

技术，精准评估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智能诊断平台。脑医生云平台的概念由旅美神

经影像学专家王思伦博士提出，并于 17 年回国落地孵化。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5712 

Oracle 收购 DataScience.com 扩展云平台分析能力 

Oracle 近日宣布，已签署协议收购 DataScience.com，这家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

公司拥有一个为分析项目提供动力的平台。DataScience.com 的软件既可以在云端运

行，也可以在企业内部基础设施上运行，被称为面向数据科学团队的"全方面治理的

工作空间"。DataScience.com 让用户能够通过一些相当简单的提示窗口为他们的项目

设置好一个定制环境。分析专业人士可以指定需要多少计算能力、内存和存储容量，

以及自定义配置。如果他们在云中运行该平台，那么他们还可以选择在配备有 GPU

的虚拟机上配置一个环境，这对于人工智能项目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来源：http://soft.zhiding.cn/software_zone/2018/0518/3106769.shtml 

 

3.4.   网络安全 

Dropbox 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Q1 净亏损 4.655 亿美元 

云存储服务提供商 Dropbox(NASDAQ: DBX)发布了截至 3 月 31 日的 2018 财年

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计算，Dropbox 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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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营收为 3.1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净亏损 4.65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净亏损

3310 万美元扩大 1306%。 

来源：http://www.fromgeek.com/vc/163992.html 

黑客组织 Allanite 瞄准英美各电力设施 ICS 网络 

工业网络安全厂商 Dragos 称，“Allanite”黑客组织一直针对英美两国各电力企

业的业务与工业控制网络进行攻击。该公司还认为，该黑客组织与“蜻蜓 Dragonfly”

以及 Dymalloy 黑客组织的攻击活动有所关联。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630140523.shtml 

新型恶意软件通过 Chrome 插件感染全球 100 个国家 10 万台设备 

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和应用交付解决方案提供商 Radware 公司在 5 月 10 日发出

警告称，一个由该公司的两名安全研究人员 Adi Raff 和 Yuval Shapira 最新发现的新

型恶意软件家族已经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感染了超过 10 万设备，而感染的载体竟然

是 Chrome 插件（谷歌浏览器插件）。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304951633.shtml 

科大讯飞定增募资 36 亿 大投入加码人工智能 

在跨越国界的人工智能卡位战中，科大讯飞希望继续以“大投入”赢得“大未

来”。公司 5 月 14 日晚间公告，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08

亿股，投向“新一代感知及认知核心技术研发”等五个项目，募集资金 36 亿元加码

人工智能的研发和推广等。 

来源：http://www.fromgeek.com/ai/164657.html 

丹麦铁路运营商 DSB 遭遇 DDoS 攻击，多系统受影响 

丹麦铁路运营商（丹麦语：DanskeStatsbaner，简称 DSB）证实其于 5 月 13 日遭

遇了大规模的 DDoS 攻击，事件造成约 1.5 万客户旅客无法通过该公司的应用程序、

售票机、网站和商店购买火车票，运营商只得人工售票，问题在 5 月 14 日上午得到

解决。 

这是 5 月份丹麦在交通运输方面发生的第二起网络攻击事件，距离哥本哈根“共

享单车”系统被黑，数据库被删不足十天。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199019503.shtml 

周鸿祎给无人驾驶泼冷水：特斯拉每出一款车，我们都可以劫持掉 

5 月 16 日，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360 董事长周鸿祎在现场演

讲时给无人驾驶泼冷水：无论是特斯拉还是别的智能汽车联网后都可以用手机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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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那就一定可以被劫持。周鸿祎自称他们公司研究团队可以做到特斯拉每出一款

车，就以最快速度进行模拟劫持 。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3JX0K5xKt5nlZxnu.html 

Google Chrome 将从 9 月开始，默认 HTTPS 页面为安全站点 

据外媒 bleepingcomputer 5 月 17 日报道，谷歌正计划停止在地址栏中标记 

HTTPS 页面为“安全”站点，换句话说，在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下，所有 HTTPS 的

站点都会默认为安全，此举将于今年 9 月份发布的 Chrome 69 生效。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DLQTVCKUuPAu4FC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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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动态 

【荣之联】公司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韩炎先生的《关于计划减持荣之联

股份的通知》，韩炎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拟通

过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3.7 万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 0.0359%。 

【博彦科技】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36 亿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华东电脑】公司自今日起因资产重组而停牌。 

【*ST 工新】公司因资产重组延迟复牌。 

【恒泰艾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发布了“关于 2018 年

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第四批拟合作机构的公示通知”，公司申请的基金位列名单

之中。 

【创业软件】公司签订大数据业务应用及推广战略合作协议：分别与青海大学

附属医院、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康拓红外】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502 所购买其持有的轩宇空

间 100%股权和轩宇智能 100%股权。交易总对价合计为 9.68 亿元。 

【拓维信息】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

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海云天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

务项目”的中标人。 

【浩云科技】限售股解禁：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330.1 万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 6.09%。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5 月 17 日。 

【科大讯飞】公司将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为 19.847 元/

股，授予数量调整为 1,050 万股。 

【雄帝科技】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资金共

1416.41 万元。 

【汇金股份】公司出售股权：公司向合肥汇智转让其持有的合肥汇璟先进陶瓷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汇璟”）65%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 1625 万元。 

【今天国际】减持计划结束：公司股东新智丰合计减持股份 92.48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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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5 月 16 日；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200.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81%。 

【海联讯】公司财务总监马红杰女士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4.06 万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0.04%。 

【皖通科技】公司终止发起设立军工产业并购基金。 

【拓维信息】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云天确认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

机化考试服务项目”的中标人。  

【杰赛科技】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

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744008437），公司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日期 2017 年 12 月 11 日，

有效期三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恒泰艾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发布了“关于 2018 年

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第四批拟合作机构的公示通知”，公司申请的“北京易丰恒

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筹)”成功入选公示名单。  

【创业软件】公司将与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兰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签订大数据合作协议，发挥各自优势，在大数据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

等方面展开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为合作伙伴。  

【雄帝科技】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资金共 1416

万元，其中，增值税即征即退政府补助资金为人民币 1016 万 元，占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的 71.76%，该部分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具有可持续

性。除增值税即征即退政府补贴外，其他的政府补助资金为人民币 400 万元，占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的 28.24%，具有的可持续性不强。 

【南洋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洋中标南方电网 2017 年主网线路材料第二

批框架招标项目，广东电网 2018 年中低压电缆、低压电线等材料框架招标 ，深圳

供电局有限公司 2018 年 10kV 交联电缆（阻燃型）框架招标，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批配网类物资框架招标。 

【皖通科技】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中胜变更为陈新，注册资本由叁亿伍仟零

叁拾贰万柒仟零伍拾伍圆整变更为叁亿捌仟贰佰贰拾万贰仟伍佰壹拾贰圆整。 

【新北洋】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27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4.92%）的股

东丛强滋、邱林、袁勇、王春涛、许志强计划在自本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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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 52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79%）。 

【东方国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与

联通旅游基地开展密切合作，重点打造智慧旅游大数据云服务分析平台。 

【今天国际】公司通过实缴方式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同创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5000 万元，同时将“深圳市同创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名

称变更为“深圳市今天国际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能科股份】中科东海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 282 万 股，即不超过总数的 

2.49%。其中，采取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 227 万 股，即不超过总数

的 2%；集中竞价之外的减持采取大宗交易方式。 

【华宇软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541.75 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712%。 

【华宇软件】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2,700 万元人民币对华宇金信进行增资，此次

增资后，其注册资本将由 2,300 万人民币增加至 5,000 万元人民币。 

【捷顺科技】公司高管及股东减持计划结束：公司股东赵勇通过集中竞价减持

2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0.039%。 

【今天国际】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 101.54 万股，占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 20%，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662%。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5 月 21 日。 

【鲁亿通】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司高管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3%）。 

【通鼎互联】本次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2,894.3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2.29%。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日为 2018 年 5 月 18 日。 

【万达信息】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 921 人授予 3,800 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激

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3.685%。其中首次授予 3,500 万份，占本计划公告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 3.394%；预留 300 万份，占本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291%，

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7.89%。 

首次授予行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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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授予行权期： 

 

业绩考核指标： 

 

【北信源】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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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公告日：2018 年 05 月 08 日，专利权期限：20 年，自申请日起算。 

【顶点软件】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97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97% 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22 日。 

【银江股份】公司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叶智慧女士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职务后，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

任花少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博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张杨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5,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14%。 

【任子行】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小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诚迈科技】公司股东南京观晨于 2018 年 5 月 8 日至 2018 年 5 月 16 日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28,100 股。本次减持后，南京观

晨持有公司股份 3,99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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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拟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增资。本次拟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31,250 万元，其中公司以债转股方式增资 18,750 万

元，剩余 12,500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缴足。 

【华平股份】公司董事熊模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职务。 

【远光软件】副总裁王晖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同时一并

辞去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光能源互联网产业发展（横琴）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万集科技】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 3 名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审议决定对 2017

年度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合计 66.12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08,296,000 股变更为 107,634,800 股。 

【神思电子】公司股东北京同晟达信创业投资中心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 152.4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0.953%。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

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捷顺科】公司拟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柏国华等人持有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 670,63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因此，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670,630 股，注册资本将减少

670,6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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