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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蓝光存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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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13.5 -5.7 

沪深 300 2.9 -6.3 -5.4 
 
 

 

 

相关报告  
《计算机行业周报：继续看好基础软件硬件及

SaaS》——2018-07-22 

《计算机行业周报：重点关注自主可控核心技

术领域》——2018-07-16 

《计算机行业周报：持续关注 BAT 赋能标的》

——2018-07-09 

《计算机行业周报：云计算、自主可控引领成

长股反弹》——2018-07-02 

《计算机行业周报：关注中报高成长标的》—

—2018-06-24  
 

投资要点： 

上周回顾 

上周计算机板块（中信分类）下跌 0.41%，涨幅排名位列 29个行业中第

26位，同期沪深 300上涨 0.81%。计算机板块跑输大盘。 

  

本周观点 

本周，自主可控及云计算产业链开始调整，中国软件、浪潮信息等前期

龙头个股均跑输大盘，我们判断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大基础建设投入的政

策引发资金从成长股流出，流入周期、基建等前期调整幅度较大的板块，

就基本面而言，自主可控依旧是国家的核心战略，云计算产业链的高景

气依然持续，建议投资者在回调后买入自主可控及云计算产业链龙头标

的。 

 

短期建议重点关注蓝光存储产业，蓝光技术已经成为 Facebook、微软等

国际互联网巨头用于冷数据储存的主要方式，随着视频、图片等冷数据

未来十年将迅猛增长，蓝光技术将取得较大发展空间，目前由易华录和

松下的合资公司华录松下已经可以生产 500GB光盘，国内蓝光技术已经

开始在政府数据湖业务中大规模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易华录蓝

光产品有望在冷数据存储市场全面落地。 

 

前期由于 PPP市场利空影响，易华录股价调整充分，而我们认为公司数

据湖业务具备良好的盈利模式，是财政部入库的 PPP项目，地方财政紧

缩对其影响较小，后续可以看到数据湖模式在全国迅速落地。此外，电

子车牌业务正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近期公司中标电子车牌首单，

天津市汽车电子标识试点工程（交通管理部分一期工程）第一包，合同

金额约 1680万元。该订单是电子车牌里程碑意义的首单，标志电子车票

市场启动，该订单覆盖读写设备、移动基站及发卡服务平台建设等。 

 

推荐标的:易华录、上海钢联、中新赛克、兴民智通、新湖中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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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9  EPS   PE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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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55.SZ 兴民智通 7.91 0.12 0.12 0.16 65.92 65.92 49.44 买入 

002912.SZ 中新赛克 93.64 1.98 3.1 4.45 47.29 30.21 21.04 买入 

300212.SZ 易华录 25.04 0.54 1.01 1.43 46.37 24.79 17.51 买入 

300226.SZ 上海钢联 58.5 0.3 1.3 2.04 195.0 45.0 28.68 买入 

600208.SH 新湖中宝 3.68 0.45 0.71 0.92 8.18 5.1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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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0.41%，涨幅排名位列 29 个行业中第 26 位，

同期沪深 300上涨 0.81%。计算机板块跑输大盘。 

本周观点 

本周，自主可控（基础软硬件）及云计算产业链开始调整，中国软件、浪潮信息

等前期龙头个股均大幅跑输大盘，我们判断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大基础建设投入的

政策引发资金从成长股流出，流入周期、基建等前期调整幅度较大的板块，就基

本面而言，自主可控依旧是国家的核心战略，云计算产业链的高景气依然持续，

建议投资者在回调后买入自主可控及云计算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龙头标的。 

短期建议重点关注蓝光存储产业，蓝光技术已经成为 Facebook、微软等国际互

联网巨头用于冷数据储存的主要方式，随着视频、图片等冷数据未来十年将迅猛

增长，蓝光技术将取得较大发展空间，目前由易华录和松下的合资公司华录松下

已经可以生产 500GB 光盘，国内蓝光技术已经开始在政府数据湖业务中大规模

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易华录蓝光产品有望在冷数据存储市场全面落地。 

前期由于 PPP 市场利空影响，易华录股价调整充分，而我们认为公司数据湖业

务具备良好的盈利模式，是财政部入库的 PPP 项目，地方财政紧缩对其影响较

小，后续可以看到数据湖模式在全国迅速落地。此外，电子车牌业务正成为公司

新的业绩增长点，近期公司中标电子车牌首单，天津市汽车电子标识试点工程（交

通管理部分一期工程）第一包，合同金额约 1680 万元。该订单是电子车牌里程

碑意义的首单，标志电子车票市场启动，该订单覆盖读写设备、移动基站及发卡

服务平台建设等。 

推荐标的:易华录、上海钢联、中新赛克、兴民智通、新湖中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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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周计算机行业动态 

【云计算与大数据】 

京东云发起首支百亿级云计算产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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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京东云宣布发起第一支百亿级云计算产业基金，京东集团和山东省新动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作为基石投资者，同时重磅布局云计算产业链，通过在各

细分领域深度参与，实现云计算产业链的整合及升级。这意味着，京东云在潜力

庞大的云计算市场中利用资本要素加快实现变道超车，用行动证明“超级电商成

就超级云”的决心。 

京东云计算产业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云计算、大数据、企业服务和智能制造等

新兴行业的优质企业。产业基金的投向原则会综合考虑云生态的战略布局，以“四

新”为核心的战略新兴产业，也会结合山东当地的产业基础。深耕行业、全数据

积累、多渠道挖掘优质项目、专业投资判断、资源供给投后运营和是京东云操盘

投资的优势。管理团队根植于京东集团，引入资深社会投资团队确保出资人的利

益和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团队多年行业从业经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优秀储备

项目，核心人员包括行业大牛、投资大咖、资深行研，对于挖掘和判断优质项目，

他们独具慧眼，对于保障投资项目的高成长与多渠道顺利退出，他们充满信心。

（齐鲁壹点） 

 

【人工智能】 

IBM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启动运营 开启潼南“智创”新篇章 

7 月 27 日，IBM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正式启动运营，开启了潼南“智创”新篇章。

区委书记曾菁华出席，区长王志杰致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勋、区政协主席

张彬，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曾荣，市人力社保局副巡视员张德祥，IBM 大中华

区云集团战略客户事业部总经理姜天豪、IBM 大中华区云集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

学总经理冯衍、重庆奥菲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罗征以及 16 家与潼南 lBM 人工智

能创新中心展开投资合作的企业代表出席。 

目前，潼南人工智能中心涵盖了六个方面的功能，孵化、加速重庆现有有潜质的

创新企业；引入海内外希望通过 IBM 渠道获得用户的新企业；开放 IBM Watson

技术和能力，带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募集专注于 IBM Watson 产业链专业投资

基金；搭建中美企业交流沟通平台，促进两地企业合作；成为未来重庆——IBM

战略合作的承接载体之一。（凤凰网） 

 

【智能汽车】 

阿里巴巴王矛：AliOS 让汽车进化出“大脑”  

7 月 27 日，第二届中国汽车智能座舱论坛在广州举行，AliOS 总经理王矛参加

此次会议并做了主题演讲。他提出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全车智能，是基于 OS 的融

合智能，包括感知设备、交互方式、计算能力的融合。 

在谈到 AliOS 如何打造全车智能时，王矛用神经系统的进化史来举例。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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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在智能硬件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神经系统。“AliOS 的任务是推动汽车行业完

成神经系统的进化，从原始的扁形虫式的网络变为存在一个“大脑”的智能的神

经系统。”王矛表示，“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连接万物的‘大脑’，实现车车、车人、

车路的连接。而要实现真正的全车智能，必须拥有全车感知、协同计算、多模交

互、互联服务、开放生态 5 大要素。” 

王矛进一步阐释了实现全车智能的关键要素，首先他提出了“全车感知，让车像

人一样有‘五感’”这一全新的理念。他表示，随着汽车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

车身上的感知设备越来越多，包括各式传感器、摄像头、激光雷达等。而通过感

知数据的融合与 AI 能力，可以让车更好地理解自己（车）、理解乘客（人）、理

解周围的环境（路），并以此为基础打造更好的服务。 

对于云与端的协同计算，王矛认为这是为了实现“更紧密的大小脑配合”。他表

示，随着车内 AI 应用场景的快速发展，计算能力和延迟的要求也愈发多样，这

就要求我们去实现车上“小脑”和云端“大脑”的紧密结合，实现数据和计算能

力的完美协同。 

人与车的交互不应是单一的模式，他提出“让车像人一样与你交流”，在适当的

时候选择适当的方式。王矛介绍道，“目前 AliOS 在研究包括多屏互动、手势识

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多模态交互，一些新的成果会在不久后发布。” 

最后，在谈到互联服务与开放生态时，王矛表示，“AliOS 在创立之初就提出了

轻服务的理念，希望可以打破割裂的 App 高墙，让服务直接到人。目前我们已

经接入了阿里生态内外的众多服务，未来也会将 AliOS 的更多能力开放给更多的

开发者，一起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凤凰网） 

 

【区块链】 

日本科技公司测试区块链系统用于零售业指纹支付 

日立制作所 Hitachi 和日本电信巨头 KDDI 宣布，他们正在测试一种基于区块链

的系统，购物者可以通过指纹进行零售支付。 

区块链系统由日立公司利用 Hyperledger Fabric 平台技术搭建而成，与日立公司

的生物特征识别和 KDDI 现有的优惠券系统集成在一起。它试图通过一个分布式

网络，利用购物者的指纹作为验证器来结算他们的优惠券交易。（Bi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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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重点推荐个股 
  

重点公司 股票 2018-07-22  EPS   PE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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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55.SZ 兴民智通 7.9 0.12 0.12 0.16 65.83 65.83 49.38 买入 

002912.SZ 中新赛克 94.08 1.98 3.1 4.45 47.52 30.35 21.14 买入 

300212.SZ 易华录 24.85 0.54 1.01 1.43 46.02 24.6 17.38 买入 

300226.SZ 上海钢联 62.51 0.3 1.3 2.04 208.37 48.08 30.64 买入 

600208.SH 新湖中宝 3.51 0.45 0.71 0.92 7.8 4.94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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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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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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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海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领先沪深 300 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沪深 300 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落后沪深 300 指数。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卖出：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10%以上。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客

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接

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及合法获得的相关内部外部

报告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其中的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也不保证相关的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

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

报告。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和征价。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员工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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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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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