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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持续加码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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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7 -8.4 

沪深 300 -0.1 -12.1 -6.6 
 
 

 

 

相关报告  
《计算机行业周报：蓝光存储进入快速成长

期》——2018-08-05 

《计算机行业周报：重点关注蓝光存储产业》

——2018-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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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上周回顾 

上周计算机板块（中信分类）上涨 5.37%，涨幅排名位列 29个行业中第

1位，同期沪深 300上涨 2.71%。计算机板块跑赢大盘。 

  

本周观点 

本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科技创新政策再次加码，体现了贸易战

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决心。8月 10日，工信部联合发改委印发

《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工信部印发《推动

企业上云指南（2018-2020）》。市场也对国家加码科创的决心有所反应，

自主可控、云计算等细分板块迅速反弹，中国软件等前期龙头标的创近

期新高，我们持续推荐的易华录等云计算标的也有较好表现。 

 

2018年或将是我国自主创新的历史新起点，政策层面上升至最高意识，

预计后续将加速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资金有效投入、教育培养、人

才引进等多个体系建设，进入高端核心攻坚阶段。此前我国自主创新或

大多停留在初步局面、较低层次；中兴通讯这一实际事件真实展现了“没

有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必将不受制于人”的现实境况，判断后续将开启

加速推动自主创新、进入高端核心攻坚阶段。十三五提出"经济发展方式

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

"，核心技术、新科技是推动质量效率的必要要素。 

 

投资建议：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资金投入效率、加大技术投入

等预期因素将利好自主可控发展板块。积极关注自主可控、核心技术板

块，相关 A股标的：浪潮信息、中科曙光、中国长城、中国软件、紫光

股份、太极股份。 

 

推荐标的:易华录、上海钢联、中新赛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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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10  EPS   PE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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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12.SZ 中新赛克 96.75 1.98 3.1 4.45 48.86 31.21 21.74 买入 

300212.SZ 易华录 27.88 0.54 1.01 1.43 51.63 27.6 19.5 买入 

300226.SZ 上海钢联 55.5 0.3 0.95 1.86 185.0 58.42 29.84 买入 

600208.SH 新湖中宝 3.28 0.45 0.71 0.92 7.29 4.62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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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涨幅排名位列 29 个行业中第 1 位，

同期沪深 300上涨 2.71%。计算机板块跑赢大盘。 

本周观点 

本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科技创新政策再次加码，体现了贸易战后，国家

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决心。8 月 10 日，工信部联合发改委印发《扩大和升级信

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工信部印发《推动企业上云指南

（2018-2020）》。市场也对国家加码科创的决心有所反应，自主可控、云计算等

细分板块迅速反弹，中国软件等前期龙头标的创近期新高，我们持续推荐的易华

录等云计算标的也有较好表现。 

2018 年或将是我国自主创新的历史新起点，政策层面上升至最高意识，预计后

续将加速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资金有效投入、教育培养、人才引进等多个体

系建设，进入高端核心攻坚阶段。此前我国自主创新或大多停留在初步局面、较

低层次；中兴通讯这一实际事件真实展现了“没有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必将不受

制于人”的现实境况，判断后续将开启加速推动自主创新、进入高端核心攻坚阶

段。十三五提出"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成为中国经济新

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核心技术、新科技是推动质量效率的必要要素。投资建

议：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资金投入效率、加大技术投入等预期因素将利

好自主可控发展板块。 

积极关注自主可控、核心技术板块，相关 A 股标的：浪潮信息、中科曙光、中

国长城、中国软件、紫光股份、太极股份。 

推荐标的:易华录、上海钢联、中新赛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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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 

“区块链+发票”落地：深圳税务局主导，腾讯提供底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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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观察网 8 月 10 日报道，当日，由深圳市税务局主导、腾讯提供底层技术

和能力的全国首张“区块链发票”在深圳亮相。 

报道称，该项目得到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准与认可，深圳市多家餐厅、停车场等已

成为首批接入系统的商户。 

当天，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区块链发票”每个环节都可追溯、信息不

可篡改、数据不会丢失：“有了它，你结账后就能通过微信自助申请开票、一键

报销，发票信息将实时同步至企业和税局，并在线上拿到报销款，报销状态实时

可查。” 

“币策”首席分析师肖磊就此事对观察者网表示，区块链技术暂时还无法呈现在

用户感官当中，是非常底层的编程技术，因此“区块链+”实际上需要更大规模

的应用，以及更权威的机构参与，才能引起市场关注。（观察者网） 

 

【云计算与大数据】 

华为靖江云计算中心上线 

本报讯 “云汇靖江•数赢未来”华为靖江云计算数据中心近日上线，标志着靖江

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迈出坚实一步。当日，一批云计算、大数据合作项目落地签

约。各方将共同加速靖江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建设，助力当地企业向智能制造和

智慧企业转型。 

靖江市政府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去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共建云计算中心、

打造靖江云计算产业等。靖江也成为华为公司在全国布点云计算中心的首个县级

市，华为云计算靖江数据中心一期工程今年 4 月开始试运营，目前已为靖江多个

单位提供服务。（新华日报） 

 

【人工智能】 

深圳兴起人工智能创业创新热潮 

在深圳，创业者们正将目光投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风口行业——

人工智能，一系列相关的创业创新活动在这里展开。 

张翀是一名资深的潜水和摄影爱好者，在富士康担任高级工程师 10 年后，她与

十余位成员开始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熟悉的方向——水下

无人机。 

在张翀看来，场景、数据和技术，是人工智能落地的三要素。海洋作为一个无限

大的未知产业空间，将是人工智能落地的重要场景，而深圳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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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水下无人机的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 

2018 年 1 月，张翀公司最新研发的 FIFISH P3 上市，通过与人工智能算法结

合，FIFISH P3 可以在最深 100 米的复杂海底环境下保持平稳运动，即使在光

照较差的情况下也能拍出高清晰度的照片和视频。 

如今，FIFISH P3 在中国已被应用于水下直播、水下考古、水下救援等众多场

景，并成功进入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张翀的创业故事只是深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深圳市语音搜索及应用工程实验室主任王昕说，几年前，她从香港科技大学来到

深圳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发现的第一座“应用富矿”便是车载导航。 

“没想到，南山区聚集了中国 80%的车载前装、后装设备厂商。”王昕说，她的

实验室已成为深圳多家车载导航硬件生产企业语音导航关键技术的提供者，并与

一批重点企业保持着长期深度合作。 

毕业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的黄巍伟 2015 年来到深圳创业，他和

团队开发出移动式平台级智能物业服务机器人、智慧型视觉门禁机器人、综合智

能物业服务平台等一体化“智慧物业”应用方案。 

“在深圳，你可以很方便地获得所有的硬件以及软件支持。这里有非常多的高楼、

小区，为我们产品的落地提供了舞台。”黄巍伟说。 

“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圳出现了很多令人欣喜的‘纳米型企业’。这些企业多是

初创公司，瞄准一个具体的垂直应用，将技术在具体的应用和服务中发挥得淋漓

尽致。”人工智能商业化专家吴霁虹说。 

在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深圳传统的科技企业也正在加快人工智能

领域的布局，以期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2017 年，腾讯发布人工智能医学影像产品“腾讯觅影”，涉及疾病包含食管癌、

肺癌、糖网病、宫颈癌和乳腺癌。华为不久前与奥迪在德国柏林签署战略合作谅

解备忘录，双方将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推动汽车自动驾驶和

数字化服务发展。 

全球化智库与乌镇智库联合发布的《2017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报告》显示，深圳

是中国国内人工智能专利贡献最多的城市之一；深圳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位居全

球城市第八。 

“深圳具有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为设计、开发、制造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相信深圳将成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硅谷’，抓住人工智能热潮中的

机遇期，深圳的创业者们将会有一番大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校长徐扬生说。（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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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汽车】 

“围猎”智能汽车市场 重庆车企纷纷“亮剑” 

智博会期间，30 多支自动驾驶汽车队伍将集体来渝“赶考”，重庆智能汽车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驶入“快车道”。 

除了重庆小康工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SF Motors（位于美国特拉华州，公布品

牌中文名“金菓 EV”）外，长安汽车、力帆汽车、斯威汽车等一大波本土车企

也在相继布局智能驾驶。 

跨界营销加速公司战略布局 

8 月 11 日晚，由重庆小康工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SF Motors 的中文品牌“金

菓 EV”独家冠名、堪称史上语言水平最高的一期《机智过人》重磅来袭。在这

期节目上，有“福尔摩撒”之称的撒贝宁就在央视《机智过人》出了“中文十级”

考题，刁难同场竞技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八大顶级双语主播和翻译机器人。 

金菓 EV 作为智能汽车的参与者，看重的则是科技与智能的品牌赋值。 

SF Motors 首席技术官唐一帆介绍，金菓 EV 已经搭建起了以硅谷为中心的全球

研发体系，在三电系统、自动驾驶、人机交互、车辆设计、车辆工程等领域，集

聚了上千位尖端创新人才，不仅在电驱动和智能两大技术重点领域取得了多项技

术创新突破，更有着领先的技术集成能力。 

SF Motor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正萍表示，今年 9 月，中国智能工厂将会完成

设备调试，并开启试生产；10 月开启长达 500 万公里的产品可靠性耐久测试；

其首款智能电动 SUV SF5 计划明年在中国量产并上市。 

各路资本“围猎”本土智能汽车 

在众多自动驾驶车队纷纷挑战 8D 魔幻重庆的背后，各路资本也蜂拥而至。 

2016 年时，百度发布“智慧汽车战略”时，就已经与长安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推动中国汽车进入“智能时代”。长安汽车将规模化植入 MyCar 车辆私

有云、百度 CarLife 手机等车机互联网解决方案。 

重庆另外一家本土企业——力帆汽车，也被百度成功“圈粉”，早在去年年末的

时候，百度与力帆汽车达成合作。百度的高精度地图服务是力帆自动驾驶、无人

驾驶领域的唯一合作伙伴。5 月 24 日，盼达用车与百度“自动驾驶示范园区”

正式启动。力帆集团董事长牟刚表示，智能制造是实现汽车工业弯道超车的捷径。 

本土车企小康股份，也加速布局智能驾驶。小康牵手百度将在 2018 年共同打造

两款智能网联汽车，一款是高性能节能汽车，另一款是超级电动车。未来，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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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20 年前后，实现 Apollo Pilot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 L3 级别的车型量产；

于 2021 年前后，实现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型量产。 

作为后起之秀，斯威汽车也奋起直追。其耗时 3 年打造的 SWM 斯威 G01，将

“智能互联”发挥到淋漓尽致。三屏互联、人车语音交互、车机与移动端互联等

一应俱全。（重庆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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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重点推荐个股 
  

重点公司 股票 2018-08-10  EPS   PE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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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12.SZ 中新赛克 96.75 1.98 3.1 4.45 48.86 31.21 21.74 买入 

300212.SZ 易华录 27.88 0.54 1.01 1.43 51.63 27.6 19.5 买入 

300226.SZ 上海钢联 55.5 0.3 0.95 1.86 185.0 58.42 29.84 买入 

600208.SH 新湖中宝 3.28 0.45 0.71 0.92 7.29 4.62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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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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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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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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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