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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行情回顾：上周申万计算机指数收于 3350.56 点，上涨 0.15%，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7%，

创业板指数上涨 0.63%，中小板指数上涨 1.29 %。上周申万计算机指数涨跌幅在所有申万一

级行业中排名第二十一（21/28）。分版块来看，上周各主题板块指数以下跌为主，智慧医疗

指数、云计算指数、第三方支付指数表现位居前列，智能电网指数、物联网指数、卫星导航指

数表现较差。上周计算机板块有 67 家公司上涨，4 家公司持平，129 家公司下跌。其中涨幅

比较大的公司有远光软件(+25.77%)、神州信息(+15.16%)、佳都科技(+8.45%)、金证股份

(+7.63%)、宝信软件(+7.46%)。 

 本周行业观点： 上周，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广指南》，提出到 2020 年形成

相对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网络顶层设计，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体系的目标。

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四项，一是建设满足试验和商用需求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外网标杆网络，二是

建成开放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初步形成工业互联网网络创新基地，三是形成工业互联网网络技术

体系和标准体系，四是初步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此举将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及推广。此前工信部于 2018 年 5 月份印发《工业互联网 APP 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于 2018 年 6 月份发布《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于 2018 年 7 月份印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和《工业互联网平台评价方法》。

此次指南的发布再次强调了工业互联网作为构建工业环境下人、机、物全面互联的关键基础设

施，在促进工业数据的开放流动与深度融合、推动工业资源的优化集成与高效配置、支撑工业

应用的创新升级与推广普及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从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这一具体目标提出

了明确要求。平台建设、网络建设、APP 建设这三个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主要环节都已经有各自

的推广及实施方案出台。北京、上海等也在去年年底发布了各自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发展行动计

划或发展支持计划。我们认为，今明两年有望成为工业互联网的得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当

前工业领域各信息系统之间普遍存在数据无法互联互通、智能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存在较强的

数据互联互通需求。另一方面，5G、云计算等技术的逐渐成熟给工业互联网发展奠定技术基

础。其中即将到来的 5G 将满足工业互联网领域大流量、低延迟的信息传输需求，云计算有利

于降低企业信息化运营成本并提供多样的智能化服务。此外，工业互联网领域得到了政府持续

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行业内具有先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的企业有望在行业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获

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重点推荐公司：（1）恒华科技：“十三五”期间电网建设投入依旧可观，配电网侧建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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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智能化投入比例也有望提升。公司也在积极推进电力信息化领域的 SaaS 服务，云平

台业务进展顺利，2018 年三季度末总注册用户数达到 61,200 家，其中企业用户数为 4,820
个，个人注册用户数为 56,380 个。新一轮电改的核心是售电侧市场的放开，公司可以为新

兴售电公司提供从业务培训、投融资、配网建设到信息系统建设的售电侧一体化服务，公司

有望受益于电改的深入推进；（2）启明星辰：启明星辰长期以来始终专注于信息安全领域，

以安全产品和安全服务两条主线，较为完备的覆盖客户的网络安全需求。根据第三方数据及

公司年报，公司近些年在安全管理平台（SOC）、统一威胁管理平台（UTM）、入侵检测/
入侵防御（IDS/IPS）、防火墙、VPN 等主流信息安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综合实

力突出。公司一直以来注重公司的研发及技术储备，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始终保持在行业

内的较高水平。（3）中海达：公司是国内业务覆盖全面的卫星导航领先企业。公司产品在

主流的 RTK 产品、GIS 数据采集器、海洋探测设备市场均占据重要的市场地位。在技术领

域，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拥有自主板卡技术的公司之一。2017 年，公司北斗高精度板卡产

品性能获得客户广泛认可，并在自产 RTK 设备上实现了超过 30%的进口替代。作为行业龙

头的中海达将受益于卫星导航产业链发展以及北斗建设的日趋完善。（4）广联达：公司是

国内建筑信息化龙头，以工程造价和工程施工类软件为业务核心。在工程造价软件领域，2015 
年公司开始在传统软件收费方式的基础上推广“云+端”的产品架构，并正式发布采用新型

的云计价产品。2017 年，云计价业务试点顺利推行，并开始在全国 6 个试点地区稳步推行，

试点区域的用户转化率平均达到 80%，用户续费率约 85%，云转型效果初显。施工类软件

是公司相对较新的业务方向。2017 年公司工程施工类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5.58
亿元，同比增长 61.17%。未来施工类业务将为公司成长提供新的动力。（5）润和软件：

公司是国内金融信息化领域领先企业，其中银行客户为主要的服务对象。2017 年公司在中

国银行 IT 解决方案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8，其中在业务类解决方案市场排名第 4，并在核心业

务解决方案子市场排名第 2，市场占有率达 5.7%。公司与蚂蚁金服有着深入的战略合作，双

方以中小银行为共同的目标客户，以科技赋能的方式助其在服务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提高竞争

力。目前，公司与蚂蚁金服的各项合作进展顺利。“新一代分布式金融核心系统”研发顺利。

在智能终端信息化业务领域，公司拥有包括“芯片、平台、应用”的整体生态能力，以“一

站式的交付模式”帮助客户快速研发产品、提高用户体验。公司携手华为 hikey970 人工智

能芯片推出新一代 AI 边缘计算平台，助力终端信息化业务快速突破。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风险；政策不及预期风险；商誉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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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观点及重点推荐公司 

行业观点 

上周，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广指南》，提出到 2020 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网络顶层设计，初步建成

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体系的目标。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四项，一是建设满足试验和商用需求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外网

标杆网络，二是建成开放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初步形成工业互联网网络创新基地，三是形成工业互联网网络技术体系和标准体

系，四是初步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此举将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及推广。 

此前工信部于 2018 年 5 月份印发《工业互联网 APP 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 年）》、于 2018 年 6 月份发布《工业互

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于 2018 年 7 月份印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和《工业互联网平台评价方

法》。此次指南的发布再次强调了工业互联网作为构建工业环境下人、机、物全面互联的关键基础设施，在促进工业数据的开

放流动与深度融合、推动工业资源的优化集成与高效配置、支撑工业应用的创新升级与推广普及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从

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这一具体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平台建设、网络建设、APP 建设这三个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主要环节都已

经有各自的推广及实施方案出台。北京、上海等也在去年年底发布了各自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发展行动计划或发展支持计划。 

我们认为，今明两年有望成为工业互联网的得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当前工业领域各信息系统之间普遍存在数据无法互联

互通、智能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存在较强的数据互联互通需求。另一方面，5G、云计算等技术的逐渐成熟给工业互联网发展

奠定技术基础。其中即将到来的 5G 将满足工业互联网领域大流量、低延迟的信息传输需求，云计算有利于降低企业信息化运

营成本并提供多样的智能化服务。此外，工业互联网领域得到了政府持续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行业内具有先发优势以及技术

优势的企业有望在行业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重点推荐公司 

人工智能：佳都科技、思创医惠、科大讯飞 

智慧城市：易华录、千方科技、数字政通、太极股份 

行业信息化：恒华科技、广联达、润和软件 

信息安全：启明星辰 

其他推荐跟踪：中海达、航天信息、梦网集团、紫光股份、德赛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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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重点公司推荐理由 

恒华科技：公司专注于智能电网信息化领域。“十三五”期间电网建设投入依旧可观，配电网侧建设是重点，智能化投入比例

也有望提升。公司也在积极推进电力信息化领域的 SaaS 服务，云平台业务进展顺利，2018 年三季度末总注册用户数达到

61,200 家，其中企业用户数为 4,820 个，个人注册用户数为 56,380 个。新一轮电改的核心是售电侧市场的放开，公司可以为

新兴售电公司提供从业务培训、投融资、配网建设到信息系统建设的售电侧一体化服务，公司有望受益于电改的深入推进。

公司近年来业绩表现良好，2015 年以来营收及利润均保持快速增长，2017 年营收及归母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41.84%
和 53.26%，且 2018 年全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业绩高增长趋势得以延续。 

思创医惠：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在电子商品防盗(EAS)行业的上市龙头企业。公司 EAS 产品种类齐全，拥有 EAS 产业技术优

势与规模优势，公司 EAS 业务持续稳定增长，产品销售覆盖海内外，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30%，维持 40%以上高毛利率。

2015 年收购医惠科技后，公司以医惠科技为基础，不断开拓强化智慧医疗，意将公司打造成为智慧医疗行业龙头。通过与 IBM
合作，公司成功将 IBM 沃森本土化，已与国内几十家三甲医院签署了 Watson 肿瘤解决方案合作协议，其中近十家沃森联合

会诊中心已经正式落地运营并开放商用服务。此外，公司的 RFID 业务发展多年，拥有一定的技术积累与客户，为服装零售业

及生鲜零售行业的客户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随着线下生鲜等快速大规模布局，相关订单有望快速增长。 

启明星辰：近年来，国内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社会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安全需求的增长和政策的持续加码

使得信息安全行业持续向好。2017 年 6 月 1 日起《网络安全法》的正式实施将使信息安全领域的发展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

道路。启明星辰长期以来始终专注于信息安全领域，以安全产品和安全服务两条主线，较为完备的覆盖客户的网络安全需求。

根据第三方数据及公司年报，公司近些年在安全管理平台（SOC）、统一威胁管理平台（UTM）、入侵检测/入侵防御（IDS/IPS）、
防火墙、VPN 等主流信息安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综合实力突出。公司上市以来通过内生和外延发展持续做大做强，

业绩保持快速增长。从 2010 到 2017 年营业总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速为 29.8%，归母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速为 33.4%。公司一

直以来注重公司的研发及技术储备，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始终保持在行业内的较高水平。同时公司拥有代表国内最高水准

的技术团队，包括积极防御实验室（ADLab）、安全咨询专家团（VF 专家团）等，在漏洞挖掘与分析、恶意代码检测与对抗

等领域拥有领先的核心技术积累。 

中海达：公司是国内业务覆盖全面的卫星导航领先企业。公司拥有全自主的室内外、海陆空全业态的高精度定位技术，卫星

导航、UWB（超宽带）、声呐、三维激光等定位技术均处于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公司通过内生及外延的方式不断完善产业链，

除了主流的 GNSS 产品系列、海洋产品系列、GIS 数据采集系统外，在上游高精度板卡、高精度导航地图和下游三维激光、

无人机、无人船、室内定位等在内的业务领域都有所涉及。公司产品在主流的 RTK 产品、GIS 数据采集器、海洋探测设备市

场均占据重要的市场地位，例如在最重要的 RTK 市场公司产品市占率约在三分之一，与南方测绘、华测导航等竞争对手一起

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在技术领域，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拥有自主板卡技术的公司之一。2016 年公司高精度自主板卡研发

成功，并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2017 年，公司北斗高精度板卡产品性能获得客户广泛认可，并在自产 RTK 设备上实现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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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0%的进口替代，带动公司毛利率的持续提升。2018 年北斗三号卫星进入密集发射期，北斗组网的快速推进以及在“一带

一路”地区的使用有望使得北斗导航系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带动整个卫星导航产业的发展。而作为行业龙头的中海达将

受益于产业链发展以及北斗建设的日趋完善。 

广联达：公司是国内建筑信息化龙头，以工程造价和工程施工类软件为业务核心。在工程造价软件领域，2015 年公司开始在

传统软件收费方式的基础上推广“云+端”的产品架构，并正式发布采用新型的云计价产品。2017 年，云计价业务试点顺利

推行，并开始在全国 6 个试点地区稳步推行，试点区域的用户转化率平均达到 80%，用户续费率约 85%，云转型效果初显。

2018 年及 2019 年随着试点区域的扩大以及云业务的进一步成熟，公司将迎来造价业务云转型的高峰期。施工类软件是公司

相对较新的业务方向。施工阶段软件千亿级的市场规模给公司业务发展带来巨大空间。2017 年公司工程施工类业务得到快速

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5.58 亿元，同比增长 61.17%。未来施工类业务将为公司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润和软件：公司是国内金融信息化领域领先企业，其中银行客户为主要的服务对象。2017 年公司在中国银行 IT 解决方案市场

占有率排名第 8，其中在业务类解决方案市场排名第 4，并在核心业务解决方案子市场排名第 2，市场占有率达 5.7%。对于

银行业 IT 解决方案市场，2017 年市场的整体规模达到 339.60 亿元，相比 2016 年增长 22.5%。IDC 预测该市场规模到 2020
年将达到 882.95 亿元，从 2018 年到 2022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0.8%。公司与蚂蚁金服有着深入的战略合作，双方以

中小银行为共同的目标客户，以科技赋能的方式助其在服务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提高竞争力。目前，公司与蚂蚁金服的各项合

作进展顺利。“新一代分布式金融核心系统”研发顺利。在智能终端信息化业务领域，公司拥有包括“芯片、平台、应用”的

整体生态能力，以“一站式的交付模式”帮助客户快速研发产品、提高用户体验。公司携手华为 hikey970 人工智能芯片推出

新一代 AI 边缘计算平台，助力终端信息化业务快速突破。 

 

行业及公司动态 

行业动态 

 【LG 合作 Naver 实验室，实现精确室内自动驾驶功能】属于韩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Naver 的 NAVER 实验室（NAVER 
Labs）宣布，其已经与韩国电子巨头 LG 公司合作，此次合作将把 Naver 实验室的 xDM（精度和维度扩展型地图）整合

至 LG 的向导机器人（Guide Robot）中。xDM 首次亮相于韩国最大的研发者大会 DEVIEW 2018 上，该平台结合了 Naver
实验室的机器人和高精（HD）地图、定位以及具高精度空间数据的导航技术等人工智能（AI）技术。该公司表示，该平

台主要功能是自动更新 3D/HD 地图、精确定位室内外以及基于实时空间数据感知环境位置信息，Naver 实验室表示，其

还支持增强现实（AR）步行导航、自动驾驶车辆、服务机器人以及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等基于定位服务的研

发。（车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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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院：去年四季度互联网资本市场活跃度大幅下滑】中国通信院发布去年四季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况称，资本市

场活跃度大幅下滑，投融资案例数环比下降 43.9%，同比增长 6.9%，行业投资活跃下滑主要因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行

业监管趋严，发展缺乏亮点。另外，投资额度继续下行，披露的投融资金额环比下降 10.3%，同比下降 12.6%，除资本

环境趋紧外，也受到二级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证券时报） 

 【采埃孚利用 AI 技术处理环境声效，可探查应急车辆并作出应对】采埃孚正在研发一项新技术，旨在赋予车辆“听觉”

能力。该公司采用两个防水麦克风，分别位于前、后车身，该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来处理环境声效，在探查到救护车、消

防车或警车等应急车辆后，该系统将向驾驶员发送通知。该系统旨在根据应急车辆的声响作出驾驶应对。当应急车辆接

近测试原型车时，专用显示屏处浮现了一条通知信息，表明有辆应急车辆正在接近。若进入量产阶段，该系统或将被整

合到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中。当应急车辆在高速的临近车道，与测试车辆相向而行时，该系统会通过显示屏消息告知驾驶

员相关情况，希望其留意。（盖世汽车网） 

 【同比增长 35.9%，2018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出货量预计达 1.5 亿台】1 月 14 日，IDC 发布的《IDC 中国智能家居设备

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出货量预计达到 1.5 亿台，同比增长 35.9%。产品的智能化升级主

要围绕 APP 客户端、语音助手以及机器学习等方面展开。IDC 在报告中对于智能家居市场发展趋势从生态、交互和渠道

三个方面进行了预测，IDC 指出，智能家居设备互联性将进一步强化，从而推动家庭物联网生态的建立。预计到 2019 年，

将有 67%的智能家居设备能够接入家居互联平台，将有 23%的智能家居设备能够支持两种及以上互联平台，且有 39%的

智能家居设备配备语音助手。（集微网） 

 【联通宣布与阿里云实现全球级物联网平台对接 将联合发布智能单品】1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的 2019 阿里云数字地产

峰会上，阿里云与中国联通物联网公司宣布已经完全打通阿里云 IoT 智能生活开放平台，双方将共同发力智能单品市场，

而作为智能单品出货量最大的产品之一，智能门锁将会是双方合作的重中之重。联通物联网公司方面表示，未来双方将

联合发布多种智能单品，可为用户提供智能电器控制、灯光控制、视频守护，以及门窗检测、漏水检测、温度检测、湿

度检测、老人看护、社区服务、健康服务等功能。（中国网） 
 【长安汽车联合华为成立 5G 车联网联合创新中心】近日，长安汽车·华为科技全面深入战略合作落地暨联合创新中心揭

牌仪式在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双方将在智能化与新能源领域展开深度合作。长安汽车依托华为在 5G 技术的创新

能力，推进长安在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的快速发展，打造 5G 时代人车生活一体化的移动出行新空间。（界

面） 

 【OCP 大会首次来华，腾讯云宣布陆续开源四大核心技术】首届 OCP 中国技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是由腾讯

云和 OCP 中国社区合办。在大会现场，腾讯云正式发布基础设施层面四大核心技术项目，分别涵盖数据中心、网络、服

务器以及自动化平台领域。同时，为全面拥抱开源，腾讯云宣布陆续将这四大技术项目全部贡献给开源 OCP 社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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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主办方之一，腾讯云在会上首次大范围、全场景展示了自身基础硬件架构。这不仅体现腾讯云对于自身基础硬件

架构设计的自信，同时也是腾讯云主动开放核心技术，积极拥抱开源社区，增强可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环球网） 

 【上海市公安局与依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AI 与公安实战相结合】1 月 16 日，上海市公安局与依图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未来将在智慧公安建设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将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研发与公安实战需要深入结合，应用信息化、

智能化手段，打造上海全球卓越城市。此次上海市公安局与依图科技的战略合作将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和产品，

共同开展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和科研合作、新技术在智慧公安建设中的应用、公共安全防范体系设计和研究、人像数据

共享和示范应用、人才培训合作等，将警务工作的科技含量提升和现代警务流程再造、队伍管理手段升级三位一体推进，

为建设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的上海而努力。（澎湃新闻） 

 【旷视发布协同网络大脑“河图”，目标打造 AIoT 系统】1 月 16 日，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旷视科技在北京召开了机器人战

略发布会。会上，旷视发布了未来公司两大战略，第一，着重于打造 AloT 系统；第二，推出业内首个智能机器人网络协

作大脑——河图（Hetu），“河图”的诞生可以说是旷视从算法向产业应用迈出里程碑的一步。河图是旷视科技推出的首

个智能机器人网络协同大脑是一套致力于机器人与物流、制造业务快速集成，一站式解决规划、仿真、实施、运营全流

程的操作系统，可通过“解放、链接、群智协同”等核心能力，为物流、制造等行业提供多厂商和多设备的接入能力，

以及丰富的机器人智能化管理方案，帮助企业打造“人机协同，群智开放”的智能物联新模式，实现真正的降本增效。（新

华网） 

 【大众汽车将在中国加大投入，聚焦电动出行、车联网、自动驾驶等三大领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将在中国加大投

入，并始终保持开放合作，聚焦“电动出行”、“车联网”、“自动驾驶”三大领域。该集团 CEO 冯思翰（Dr. Stephan 
Wöllenstein）在近期举行的 2019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透露了上述信息，前者在论坛上围绕“汽车革命与交通、能

源、城市协同发展”论坛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2019 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预计将携合资伙伴投入超过 40 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元 309.01 亿元），用于电动汽车、车联网、移动出行服务、研发、高效生产流程及新产品开发领域。（界面） 

 【网络犯罪激增，全球安全公司去年获 53 亿美元风险投资】网络安全投资研究公司 Strategic Cyber Ventures 近日发布

报告称，由于过去几年网络犯罪激增，促使全球风险资本对网络安全公司的投资于去年创下新高。该报告显示，2018 年

全球网络安全公司获得了 53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与 2017 年的 44 亿美元相比增长 20%。随着网络犯

罪的加剧，网络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焦点。网络安全公司 ThreatMetrix 数据显示，去年第一季度该公

司发现了 2.1 亿起网络攻击事件，第二季度又发现了 1.51 亿起。（新浪科技） 

 【智行者获北京自动驾驶 T3 路测牌照】近日，无人驾驶创业公司智行者宣布，旗下星骥无人驾驶乘用车获得了北京市政

府颁发的 T3 级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许可资格(业界称之为“路测牌照”)。此前，获得自动驾驶车辆道路许可资格的还

有百度、蔚来汽车、北汽新能源等。星骥系列是智行者推出的 L3/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关键技术包括多源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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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融合感知、高精度地图与定位定姿、目标行为识别与轨迹预测、自主决策与轨迹规划、多目标纵横协同控制等。（中国

网） 

 【加速 AI 应用场景落地，上海将建自动驾驶车辆常态化运营半开放示范区】作为上海对外发布的十大 AI（人工智能）应

用场景建设实施计划之一，“AI+交通场景计划”已成功落地上海国际汽车城，将以上海汽车博览公园为现实载体，建设

能实现自动驾驶车辆常态化运营的半开放示范区。据了解，上海国际汽车城是 AI+交通的创新应用示范区和国家智能网联

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计划在上海汽车博览公园现有道路设备的基础上，分 3 个阶段进行开放，加装 V2X（车对外

界的信息交换）设备、红绿灯、智慧路灯、站台、充电桩等设施，使其能够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完整、安全、适宜的 3
条闭环体验路线，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完全满足自动驾驶汽车示范运营的平台。（新华网） 

 【工信部：到 2020 年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体系】为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及推广，工信

部印发《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广指南》。在工作目标上，《推广指南》明确，到 2020 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互联网

网络顶层设计，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体系。（证券时报） 

 

公司公告 

 【今天国际】1）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500 万元-2,200 万元，同比下降 76.40%-83.91%。

2）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3,000 万元-3,500 万元，同比增长 20.45%-40.52%。 

 【南威软件】2019 年 1 月 14 日，福建省政府采购网公示了泉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行政服务平台采购项目的

中标结果，公司为本项目的中标供应商，中标金额 8008.65 万元。 

 【恒锋信息】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4746.25 万元-5522.91 万元，同比增长 10%-28%。 

 【宝信软件】公司预计 2018 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22,000 万元到 26,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51.73%到 61.14%。 

 【中科信息】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4466.31 万元-4891.67 万元，同比增长 5%-15%。 

 【金证股份】公司收到相关招标人发出的《深圳市网上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深圳市政务云建设项目（一

期）”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 15,896 万元。 

 【易联众】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500 万元-2,000 万元，同比下降 10.36%-17.23%。 

 【榕基软件】公司于近日收到与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签订的《海关总署关检业务融合 e-CIQ 主干系统改造项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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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合同》，合同总费用 3676 万元。 

 【海兰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立项工作已经完成，其中公司承担了“自组

网海洋环境多参数测量仪”项目。项目总经费 3770.36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 1570.36 万元。 

 【广电运通】公司于近日收到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标通知书》，在“中国农业银行新款超级柜台及辅助

设备入围项目”中，确定广电运通为该项目第 2 包：现金类超级柜台及辅助设备的中标人。 

 【千方科技】近日，公司在雄安新区投资设立了河北雄安千方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

资 1,000 万元，占比 100%。 

 【浩云科技】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2,350 万元-14,500 万元，同比增长 11.08%-30.41%。 

 【和仁科技】1）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3,800 万元-4,100 万元，同比增长 15.49% -24.60%。

2）持本公司股份 765,100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0.9208%）的股东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本公司股份 3,534,000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4.2532%）的股东武汉雷石瑞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299,1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1740%）。 

 【新北洋】公司控股子公司荣鑫科技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收到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标通知书》，在“中

国农业银行新款超级柜台及辅助设备入围项目”中，被确定为该项目第 1 包：票据类超级柜台及辅助设备的中标人。 

 【丝路视觉】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5,245 万元-5,914 万元，同比增长 122.68%-151.08%。 

 【华力创通】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0,977.81 万元-13,417.32 万元，同比增长 35%-65%。 

 【佳创视讯】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600 万元-1,100 万元，2017 年同期亏损 7,373.16 万元。 

 【数字政通】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4,415.57 万元-11,023.67 万元，同比下降 15%-35%。 

 【中国长城】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85,000 万元-110,000 万元，同比增长 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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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回顾 

上周行业市场表现 

上周申万计算机指数收于3350.56点，上涨0.15%，沪深300指数上涨2.37%，创业板指数上涨0.63%，中小板指数上涨1.29 %。

上周申万计算机指数涨跌幅在所有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二十一（21/28）。分版块来看，上周各主题板块指数以下跌为主，

智慧医疗指数、云计算指数、第三方支付指数表现位居前列，智能电网指数、物联网指数、卫星导航指数表现较差。 

图 1：分主题板块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上周涨跌幅排行榜 

上周计算机板块有 67 家公司上涨，4 家公司持平，129 家公司下跌。其中涨幅比较大的公司有远光软件(+25.77%)、神州信

息(+15.16%)、佳都科技(+8.45%)、金证股份(+7.63%)、宝信软件(+7.46%)。跌幅比较大的公司有神州数码(-7.36%)、华力创

通(-7.76%)、淳中科技(-9.82%)、天泽信息(-10.25%)、索菱股份(-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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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上周涨跌幅排行榜 
代码 公司简称 上周涨幅% 代码 公司简称 上周涨幅% 

002063.SZ 远光软件 25.77  000034.SZ 神州数码 -7.36  

000555.SZ 神州信息 15.16  300045.SZ 华力创通 -7.76  

600728.SH 佳都科技 8.45  603516.SH 淳中科技 -9.82  

600446.SH 金证股份 7.63  300209.SZ 天泽信息 -10.25  

600845.SH 宝信软件 7.46  002766.SZ 索菱股份 -11.43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风险因素 
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风险；政策不及预期风险；商誉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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