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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工控安全发展有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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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20%，

创业板指数下跌 5.26%。经过 2 到 4 月份的上涨后，计算机行业细分龙头的估值得

到修复，市场对工业互联网、云计算、自主可控等的乐观预期也在股价有所反映，

计算机行业整体进入区间震荡。我们认为年初计算机行业上涨的逻辑目前来看仍然

成立：1、IPO 新政下独角兽上市带来科技板块估值体系多元化（主要是研发投入

价值重估）；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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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升市场

对计算机行业的风险偏好；3、云产业进入放量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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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业中长期看具备继续上涨的基础，

调整布局具有中长期基本面逻辑的子行业龙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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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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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赢时胜、恒生电子、汉得信息、星

网宇达等。 

 《工业信息安全概论》发布，工控安全发展有望加速：2018 年 5 月 24 日-25 日，

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 24 日的大会主论坛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尹丽波发表题为《工业信息安全任重道远》的主题演讲，并发布

《工业信息安全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是工

信部直属事业单位，本次发布的主题演讲重点阐述了工业信息安全的内涵与当前发

展的整体形势，并针对后续如何做好工业信息安全保护工作做了建议。总结来说，

随着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工业信息安全的形

势呈现“三增一新一短板”。其中三增是指三大传统威胁呈现增长态势，包括工业

领域信息安全事件频发、工控安全漏洞层出不穷、以及工控系统及设备暴露风险点

增加；一新指工业互联网发展中新的挑战是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一短板指产

业生态不健全、核心技术积累不足以及安全服务能力亟待提升。工作建议包括：深

化开展安全检查评估、构建全国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网络、推进国家应急资源库

建设、健全风险共享和信息通报体系、完善安全共性服务能力、强化产学研用合作。

《概论》的发布是一个“集大成”的工业信息安全领域研究成果，紧扣应用前沿。

在政府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前提下，工业信息安全领域发展有望加速，重点推荐

卫士通、启明星辰、绿盟科技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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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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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20%，创业板指数下

跌 5.26%。 

图 1：涨幅前 5  图 2：跌幅前 5 

300542.SZ 新晨科技 21.10% 

300455.SZ 康拓红外 14.60% 

002065.SZ 东华软件 12.08% 

603918.SH 金桥信息 10.77% 

300423.SZ 鲁亿通 10.34% 
 

 

300598.SZ 诚迈科技 -20.85% 

000662.SZ 天夏智慧 -18.99% 

300588.SZ 熙菱信息 -18.29% 

300479.SZ 神思电子 -16.41% 

603189.SH 网达软件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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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56.SZ 丝路视觉 139.76% 

300542.SZ 新晨科技 112.18% 

300333.SZ 兆日科技 59.35% 

300177.SZ 中海达 56.46% 

603189.SH 网达软件 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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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20%，

创业板指数下跌 5.26%。经过 2 到 4 月份的上涨后，计算机行业细分龙头的估值得到修

复，市场对工业互联网、云计算、自主可控等的乐观预期也在股价有所反映，计算机行

业整体进入区间震荡。我们认为年初计算机行业上涨的逻辑目前来看仍然成立：1、IPO

新政下独角兽上市带来科技板块估值体系多元化（主要是研发投入价值重估）；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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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升市场对计算机行业的风险偏

好；3、云产业进入放量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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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业中长期看具备继续上涨的基础，调整布局具有中长期基本面逻辑

的子行业龙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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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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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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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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赢时胜、恒生电

子、汉得信息、星网宇达等。 

《工业信息安全概论》发布，工控安全发展有望加速：2018 年 5 月 24 日-25 日，

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 24 日的大会主论坛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尹丽波发表题为《工业信息安全任重道远》的主题演讲，并发布《工业信

息安全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是工信部直属事业

单位，本次发布的主题演讲重点阐述了工业信息安全的内涵与当前发展的整体形势，并

针对后续如何做好工业信息安全保护工作做了建议。总结来说，随着制造业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工业信息安全的形势呈现“三增一新一短板”。

其中三增是指三大传统威胁呈现增长态势，包括工业领域信息安全事件频发、工控安全

漏洞层出不穷、以及工控系统及设备暴露风险点增加；一新指工业互联网发展中新的挑

战是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一短板指产业生态不健全、核心技术积累不足以及安全

服务能力亟待提升。工作建议包括：深化开展安全检查评估、构建全国工业信息安全态

势感知网络、推进国家应急资源库建设、健全风险共享和信息通报体系、完善安全共性

服务能力、强化产学研用合作。《概论》的发布是一个“集大成”的工业信息安全领域

研究成果，紧扣应用前沿。在政府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前提下，工业信息安全领域发

展有望加速，重点推荐卫士通、启明星辰、绿盟科技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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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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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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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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2.1.   人工智能 

iOS 12 将开放更多 NFC 功能：酒店房卡将被 iPhone 取代 

6 月 5 日，WWDC 2018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即将要开幕，下一代 iOS 系统也即

将亮相。在这之前，有外国媒体报道称，iOS 12 将会开放 iPhone 上更多 NFC 的功能。

目前 iPhone 上的 NFC 功能主要用于 Apple Pay 的支付。 

来源：http://36kr.com/p/5135874.html 

不是猛龙不过江！微信支付喜提香港迪士尼 

5 月 24 日，微信宣布与香港迪士尼乐园达成企业联盟合作，微信支付成为其官方移

动支付合作伙伴。香港迪士尼内有超过 280 个接入点将接入微信支付，内地游客可省去

携带现金或兑换港币的麻烦，所有购物和餐饮消费以及租婴儿车、买气球、寄存行李等

服务均可掏出手机扫码支付。而且游园前，内地赴港游客即可于出境前在微信商店购买

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预定乐园度假区 3 家主题酒店，并提早获知相关信息。此外，微

信支付和香港迪士尼也联合推出了红包、门票套餐等一系列优惠活动加以宣传推广。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0nVfP5jNb73ZRppJ.html 

京东自主研发 L4 级自动驾驶重型卡车亮相，2020 年商业化试运营 

5 月 29 日，618 JD CUBE 大会在京举行，京东集团副总裁、X 事业部总裁肖军重点

描述了京东 X 事业部自主研发的 L4 级无人卡车、续航 1000 公里的原生无人大飞机、

JOY'S 智慧餐厅等无人黑科技。 

无人卡车方面，肖军表示，预计 2020 年在国内完成商业化试运营的部署，未来京

东的无人卡车会专注于高速公路上的智能驾驶研发和推广。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3ma9wNNeTTFWQbH2.html 

中美贸易战殃及池鱼，部分 AI 留学生将只能获得一年期美签！ 

中美贸易战的新一轮交锋来袭，这次甚至波及到了在美国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学习

机器人、航空、高科技制造等方向的留学生将只能获得一年期的签证！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缩短部分中国公民的美国签证有效期，作为特朗普总统

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应对措施。新的签证政策将于今年 6 月 11 日开始实

施。美国国务院表示，根据新政，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们将改掉以往直接给与最长签证

有效期的惯例，从而可能对签证有效期加上额外的限制。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Rw7DatbrhjyjfTg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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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芯片初创公司探境科技完成数千万美元融资，大基金旗下子基金领投 

北京探境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于近日正式完成第二轮数千万美元级的融资，该轮融资

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 旗下子基金中芯聚源资本领投，洪泰、险峰、启

迪汇、京道、熊猫等跟投。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于 2014 年 9 月，在工信

部、财政部的指导下正式设立。大基金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以存储器、化合物半导体、

特色工艺、先进工艺、IoT 芯片为代表的战略性强、重资产和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领域。

聚源聚芯基金是由中芯聚源资本管理，是大基金与国内最大的半导体晶圆代工厂中芯国

际合作设立的子基金。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o63aYREtsJWYbEEo.html 

百度与深高速合作，推动 AI 在智慧交通领域落地 

6 月 1 日，百度与深高速（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启动仪式暨智能

交通论坛在深圳召开。百度将与深高速围绕智能交通、智慧环保、信息化升级合作三大

方向，规划智慧高速体系结构和服务内容，建立智能交通实验室，在区域性交通综合规

划、运行及图像识别等方面开展应用创新，推进百度“AICITY”在交通和环保行业的

落地，实现深高速“人工智能+交通和环保”的深度智慧应用。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6/outeoW4uL3BGXjzp.html 

 

2.2.   金融科技 

资管公链「Hashgard」获分布式资本、BKFUND 等数千万美元战略投资 

「Hashgard」 获得数千万美元战略投资，由分布式资本、BKFUND 领投，峰瑞资

本、回向基金、Node Capital、Scry.Info 基金会等 50 多家机构跟投。2017 年下半年是中

国数字货币基金最火的时间，有基金公司甚至可以在三五年时间内赚 10 倍之多。据

Autonomous Next 公司 2 月统计数据显示，加密货币的对冲基金已超过 230 个，同比上

涨超 5 倍，管理资产总额超 50 亿美元。 

来源：https://36kr.com/p/5135559.html 

保险公司抱团取暖，利用区块链推动数字转型 

近日，保险峰会在伦敦召开。主流保险公司、技术大咖聚在一起就利用区块链推动

保险行业数字转型进行讨论。虽然 5.5 万亿美元的保险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但在采用区

块链技术或分布式账本技术方面，瑞士再保险（Swiss Re）、苏黎世保险（Zurich）、荷

兰全球人寿保险公司（Aegon）等保险公司选择了合作并共享服务来代替竞争。目前已

经结成的联盟包括 B3i、R3 和 RiskBlock。 

来源：http://www.8btc.com/with-blockchain-insurers-opt-for-coo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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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比特币 ATM 机数量突破 3000 台，每日新增 6 台 

CoinATMradar 的数据显示，在 5 月份，全球比特币 ATM 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3000

台里程碑，目前数量为 3125 台，每天平均新增 6 台。尽管最近几个月比特币和加密货

币的价格走势黯淡，但比特币 ATM 行业仍在一如既往地健康扩张。 

来源：http://www.8btc.com/3000-bitcoin-atms 

原乐视体育团队研发区块链内容平台，世界杯或将迎来区块链+直播高峰 

原乐视体育团队，正在研发一款名为“抓饭”的区块链内容平台，该平台以原先的

章鱼 TV 为蓝本，正在进行区块链相关技术的研发，并已获得新澎资本 500 美元的投资，

并专门成立新湃科技运营此项目。“抓饭”预计将于今年 6 月份上线，届时正逢 2018 年

世界杯期间，该产品也将上线世界杯解说内容。 

来源：http://36kr.com/p/5136421.html 

香港批准引入虚拟银行 微众银行称暂无申请计划 

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了《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修订版，将对合格的虚拟银行申请

人发放牌照。香港金管局官网介绍，自金管局去年 9 月宣布鼓励在香港引入虚拟银行以

来，向其作出查询及表示有意在香港经营虚拟银行的公司超过 50 家。此前有报道称，

微众银行将在港申请设立虚拟银行。昨日微众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暂时没有向

香港金管局申请虚拟银行牌照的计划。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OEOApaS2xE6zd1ge.html 

数字钱包「imToken」获 IDG 资本千万美元 A 轮投资，月活已超 400 万 

数字资产钱包 imToken 宣布完成来自 IDG 资本的 1000 万美元 A 轮融资，同时上线

了 2.0 国际版钱包。相比上一版本，主要变化是：支持比特币、EOS 等更多币种，推出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Tokenlon”和移动端去中心化应用浏览器“DAPP Browser”。还有

一个小的细节：2.0 国际版新增了“新用户登船系统”，新用户需完成安全自测（回答一

些关于区块链和去中心化钱包的题目），才能解锁部分功能。通过测试的用户还会获得

TFT 和其他糖果奖励。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6/SD4svGlOmrot8y90.html 

 

2.3.   企业 SaaS 

帮 HR 筛选“最佳候选人”，法国初创公司「Riminder」获 230 万美元天使轮融资 

法国初创公司 Riminder 近日宣布获得 230 万美元融资。本轮融资有多家天使投资

方，如Xavier Niel, Jean-Baptiste Rudelle, Romain Niccoli, Franck Le Ouay, Dominique V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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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baud Elzière 以及 Fred Potter。 

来源：http://36kr.com/p/5135865.html 

一本区块链完成 1000 万天使融资 

区块链媒体“一本区块链”今日宣布完成了 1000 万天使轮融资。领投方为英诺天

使基金，跟投方为歌者资本、神州数字资本、中关村大河资本。目前，一本区块链的 14

人团队已经搭建完毕，APP 和官网也会在近期上线。 

来源：https://www.iyiou.com/breaking/16032 

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佰邦达科技获 4000 万元 A+轮融资 

2018 年 5 月 29 日，佰邦达科技宣布已经完成了由众晖资本领投的 A+轮 4000 万人

民币融资。本轮融资将用于进一步加大企业云计算产品的研发。 

佰邦达科技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云计算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帮助实体

经济做数字化转型，公司核心产品是企业级云计算 PaaS 平台，为客户提高 IT 开发与运

维效率。佰邦达科技曾于 2016 年 7 月获得真顺基金独投的千万级天使轮投资，2017 年

7 月完成不惑创投的 3000 万的 A 轮投资。 

来源：https://www.iyiou.com/p/73510 

搭搭云平台正式上线 SaaS 进入全面定制时代 

5 月 29 日，企业超级应用平台搭搭云在北京召开题为“让 SaaS 进入全面定制时代” 

---- 搭搭云 3.0 上线暨品牌升级发布会，宣布正式启用搭搭云作为新品牌开始平台化运

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满足全面移动化、系统平台化、业务一体化、定制个性化的 SaaS

平台。同时发布合作伙伴计划，正式招募合作伙伴和渠道商加入搭搭云生态阵营，赋能

合作伙伴，共同服务快速变化需求多样的中小微企业。 

来源：http://cloud.51cto.com/art/201805/574853.htm 

联想进军云 MSP，服务企业上云的天空之桥 

5 月 24 日，联想与腾讯云达成战略合作签约，加快了进军云 MSP 业务的步伐。联

想正加速布局“智能物联产品、智慧行业解决方案、智慧服务和智慧渠道”四大赛道。

而联想 IT 管理云服务是“智慧服务”赛道的重要业务，是联想服务针对大型商用客户

量身定制而推出的云管理服务。 

来源：http://www.51cto.com/art/201805/575012.htm 

Radware 为云端 SaaS 方案领导者扩展了混合 DDoS 防护措施 

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和应用交付解决方案提供商 Radware 公司将在一项价值数百

万美元的交易中为一家重要的 SaaS 提供商提供攻击缓解硬件和订阅服务。该客户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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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全新的数据中心中部署 Radware 混合云端 DDoS 及 SSL 防护措施以及由 Radware

训练有素的紧急响应团队提供的可完全管理的解决方案，包括在主要攻击期间的快速响

应解决方案。 

来源：http://security.zhiding.cn/security_zone/2018/0530/3107247.shtml 

 

2.4.   网络安全 

数年专利侵权案收官：美法院判三星赔苹果 5.39 亿美元 

北京时间 5 月 25 日上午消息，经过近 5 天的商讨之后，美国陪审团终于达成一致，

他们认为三星应 该向苹果支付侵权费用 5.39 亿美元，两家公司长达数年的官司终于到

了收官阶段。 

来源：http://www.fromgeek.com/smarthardware/167191.html 

美众议院提案，禁止政府机构采用华为、中兴的技术服务 

美国众议院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通过其年度国防法案的草案版本——“2019 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NDAA）”，其中禁止各政府机构与联邦资助接纳方使用中国电信供应商华

为与中兴通讯提供的任何技术方案。美情报官员警告称，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公司的产品

进行数字侦察工作。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2125006652.shtml 

"最强"工控恶意软件 Trisis 的幕后黑手已扩大攻击目标 

工业网络安全公司 Dragos 2018 年 5 月 24 日披露，"最强"工控恶意软件 Trisis（又

被称为 Triton 和 HatMan）背后的黑客组织 Xenotime 初露行动轨迹，目前已扩大攻击

目标范围。 

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838966371.shtml 

2025 年全球网络安全支出有望达 2058 亿美元 

互联网欣欣向荣的背后，网络威胁不断显现，各类 DDoS 攻击、高级可持续性威胁、

网络间谍、针对性攻击行动和企业网络宕机事件层出不穷。纵观整个 2017 年，网络安

全防线多次面临勒索病毒事件的重大冲击。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2023 年中国网络身份认证信息安全行业与前景预测分析报

告》对权威机构的数据汇总得到，2017 年全球安全市场规模超过 800 亿美元，预计 2018

年在 870-1000 亿美元之间。IDC 预测，2017 年全球各个企业将斥资 817 亿美元用于相

关的安全硬件、软件和服务等，到 2020 年信息安全方面的投入将达 1016 亿美元，复合

增长率将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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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easyaq.com/news/1507106355.shtml 

火绒发布首款企业级产品“火绒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1.0 版” 

5 月 30 日，火绒正式发布首款企业级产品——“火绒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1.0 版”

（简称火绒企业版）。该产品基于“火绒安全软件 4.0 版”（个人版），并新增了“漏洞攻

击拦截”等功能，出击 to B 安全市场。此前，火绒在 C 端软件中因为没有任何捆绑、

弹窗、侵占资源等行为，并通过“软件安装拦截”、“弹窗拦截”等功能，解决各种流氓

软件、商业软件的侵权行为，在用户中享有不错的口碑。 

来源：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ws6RaI4Zlk18I5TH.html 

赛门铁克推出针对性攻击分析技术(TAA)，利用机器学习自动发现最具威胁性攻击 

近日，网络安全厂商赛门铁克宣布，其顶尖研究团队所使用的强大的威胁监测技术

将面向高级威胁防护(ATP)解决方案客户开放，以帮助企业识别当下最具威胁性的网络

攻击。据赛门铁克华东及华南区售前经理王景普向 51CTO 记者介绍，赛门铁克针对性

攻击分析(Targeted Attack Analytics，简称：TAA)技术能够帮助采用高级威胁防御(ATP)

解决方案的用户，通过利用先进的机器学习，自动发现入侵企业网络的最具威胁性的针

对性攻击。 

来源：http://netsecurity.51cto.com/art/201805/575033.htm 

山石网科：全面发力 AI 业界首推 T 级云计算数据安全防护平台 

2018 年 5 月 31 日，山石网科“未来已至- AI 定义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安全技术发展

峰会”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金融、运营商、广电、互联网、企业、教育等各个行业

的专家、用户近三百名嘉宾齐聚长沙，共同见证山石网科“AI 定义的云计算数据中心

安全防护体系”的耀世登场。此次峰会上，山石网科发布 1T 吞吐的云计算数据安全防

护平台 X10800；基于 AI 三大威胁检测能力：垃圾邮件防御服务，僵尸网络 C2 防御服

务，IP 信誉库服务；高性能 2U 云数据中心入侵防御系统；智能感知、随需而变的云计

算安全解决方案；以及为用户数据安全能力赋能的云数据库审计与防护解决方案。 

来源：http://security.zhiding.cn/security_zone/2018/0531/31073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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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市公司动态 

【华宇软件】公司发布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行的股份的种类为境内

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5 名特定

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6500 万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20%。 

【东华软件】公司控股股东薛向东、郭玉梅、薛坤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与腾讯科技

签署了《关于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 

【汉邦高科】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星

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  

【科大国创】为推进公司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促进公司高质量快速发展，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聘请陈国良院士为公司首席科学家，任期 5 年，主要为公司提供专家

咨询、研发指导、创新型人才培育等前瞻性技术指引。 

【丝路视觉】持有公司 68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5.99%）的大股东深圳市珠峰基石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2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持有公司 31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72%）

的公司董事董海平先生，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2%），每年减持股数不超过当

年所持股份数量的 25%，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持

有公司 3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的公司董事、副总裁裴革新先生，计划自本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每年减持股数不超过当年所持股份数量的 25%，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持有公司 3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3.20%）

的公司副总裁何涛先生，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7%），每年减持股数不超过当

年所持股份数量的 25%，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持

有公司 304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5%）的公司副总裁王丹先生，计划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1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0.53%），每年减持股数不超过当年所持股份数量的 25%，且任意连续 90 个

自然日内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高新兴】公司董事、总裁侯玉清先生，董事、副总裁方英杰先生的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分别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高新兴股份 30 万股，合计减持 60 万股，占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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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总股本的 0.0339%。 

【东方国信】公司将 46 名激励对象（其中 11 名激励对象 2016 年已离职，32 名激

励对象 2017 年已离职，3 名激励对象 2017 年度考核为“不合格”）持有的相应尚未解锁

限制性股票共计 108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 7.63 元/股。 

【博思软件】监事陈晶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85,8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05%），

其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71,46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551%）。 

【南威软件】今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一

种基于 C 语言家族的增强开关语句功能的方法》。 

【泛微网络】公司股东华软创投自披露该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90

天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02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神州泰岳】公司收到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田湾

核电站 5、6 号机组核岛无线网采购项目的中标人。 

【达实智能】公司与眉山市中医医院签署了《眉山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一期工程中

央空调、电梯等设备采购合同书》，合同金额为 19392 万元。 

【捷顺科技】公司分别与公司在石家庄、郑州的授权经销商的股东协商一 致，分

别签署了《合作投资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公司拟分别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 万元，

共计人民币 400 万元为投资作价与交易对方分别设立合资公司。 

【麦迪科技】公司接到股东义浩涌兴的《关于对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情况的说明》，函中明确义浩涌兴与公司股东鼎知资产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

构成一致行动人。 

【数据港】公司发布投资标的名称及金额：深圳宝龙创益机房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为

人民币 5.13 亿元，北京房山中粮云创互通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6.89 亿元。 

【浙大网新】公司拟与新湖智脑及趣链科技其他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趣

链科技完成员工持股计划之后，由新湖智脑以合计 10922 万元受让公司及趣链科技部分

股东持有的 190 万元出资额，其中以 1000 万元的交易价格受让公司持有的趣链科技

0.6667%股权即 17 万元出资额。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趣链科技 5.0535%股

权，即 132 万元出资额。 

【旋极信息】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星期

三）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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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北明】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5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承诺停牌时间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常山北明 】公司股东正在与腾讯相关公司商议资本合作及部分股权转让事宜， 

自 2018 年 5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 

【高伟达】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成立合资公

司北京伟达金科科技有限公司。 

【熙菱信息】与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科技”）签

订了《遵义市新蒲新区天网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工程分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59,296,465.66 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19.96%。 

【大智慧 】代理董事长、总经理徐可先生由于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辞去公司

代理董事长、总经理职务。选举董事张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赛意信息 】公司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在佛山成立全资子公司广东赛意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格尔软件】董监高拟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海联讯】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的研究开发补助资金 121.8 万元人民币，

补助形式为现金补助，截至本公告日，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 

【信雅达】董事刁建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职务。 

【ST 中安】监事吴展新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监事职务。辞职后，吴展新

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子公司相关职务。 

【东方通】公司董事张齐春女士辞职。 

【银之杰】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赵芳、王利军、文渝等三人合计

持有的北京慧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博科技”）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天夏智慧 】,公司正在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洽谈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包括智慧城市建设和应用等业务方面以及应收账款等资产优化的战略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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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电子】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公告

了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推荐的中标

候选人公示”，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中标候选人之一，

共中 2 个包，预计中标总金额约为 5460.75 万元（含税）。 

【和仁科技 】持本公司股份 1,596,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92%）的股东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596,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 1.92%）。 

【天源迪科】参股子公司广州天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新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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