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1 of 17 

 

[Table_MainInfo] 

2016 调整为主旋律，2017 走势将加速分化 

--计算机行业周报 

分析师： 王洪磊 SAC NO： S1150516070001 2017 年 1 月 3 日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情走势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08%，计算机行业下跌 0.62%，行业跑输大盘

0.70个百分点，其中硬件板块下跌 0.26%，软件板块下跌 0.73%，IT服务板

块下跌 0.86%。个股方面新开普、达实智能、迅游科技涨幅居前；任子行、

天泽信息、创意信息跌幅居前。 

 国际市场 

俄媒：中美日在超算领域争高下，美效率低于中国；地图服务商 Here 与

Mobileye 合作，研发无人驾驶地图技术。 

 国内市场 

华米人工智能实验室成立，明年发力芯片；富士康要部署更多机器人，已减

少了数千员工；余承东：2016 年华为手机出货量预计达 1.39 亿台。 

 A 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同方股份：9354 万元受让伟景行 21%股权，加码智慧城市业务；同方股份：

全资子公司拟 10.2 亿元发起设立医药产业投资公司；运达科技：拟推 465

万股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南威软件：中标 1.23 亿元城市安全信息系统建设

项目；易华录：拟 2 亿元发起设立智慧城市产业基金；聚龙股份：拟 1 亿元

投资宁波多维聚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蓝盾股份：全资子公司与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高伟达：1950 万元设立高伟达钽云科技控股子公

司，加码云计算业务生态链建设；汉鼎宇佑：全资子公司拟 1270 万元收购

镁乐文化传媒 100%股权；达实智能：与汕头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四方精创：拟推出 138 万股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南威软件：预中标

1.59 亿宽带集群通信系统建设项目。 

 投资策略  

上周，上证指数震荡下行，中小板和创业板亦震荡收跌。计算机行业继续维

持调整走势，个股跌多涨少，能源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板块涨幅居前，第三

方支付、次新股等板块则表现相对较差。回顾计算机行业 2016 年走势，行

业全年除阶段性反弹外，整体走势较差，行业 2016 年走势以估值消化为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收盘，计算机行业目前整体估值（TTM）为 46.9 倍，

相对于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266.4%，虽估值进一步走低但仍相较于历

史区间下限（3 年下限为 39 倍，10 年下限为 32 倍）有一定距离，预计行业

在 2017 年出的行情走势仍以估值消化为主，预计在行情调整与业绩增长共

同作用下，行业估值有望在 2017 年一季度末、二季度初调整到位。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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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行业年报和一季报披露期，预计增长逻辑持续得到验证的公司将获投资

者青睐，行业内表现将出现明显分化。根据我们统计，2017 年 1 月计算机行

业解禁公司数量 19 家，解禁市值超过 500 亿元，建议投资者应谨慎对待行

业解禁潮来临所带来的潜在减持风险。展望后市，我们认为虽然行业在

2017 年一季度走势仍将以消化估值为主线，但在绝对价格涨跌上调整幅度有

限，行业仍将是以震荡整理为主，以待业绩增长消化估值压力。在配臵层面，

我们建议投资者仍应从基本面出发，甄选个股以获取成长收益，建议投资者

重点关注基本面扎实、业绩增速高的优质白马个股博取业绩成长收益。板块

方面，建议积极关注轨道交通信息化、人工智能、存储与信息安全板块。综

上，我们继续维持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股票池继续推荐运达科技、恒

华科技、千方科技、绿盟科技、四维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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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走势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08%，计算机行业下跌 0.62%，行业跑输大盘 0.70

个百分点，其中硬件板块下跌 0.26%，软件板块下跌 0.73%，IT 服务板块下跌

0.86%。 

个股方面新开普、达实智能、迅游科技涨幅居前；任子行、天泽信息、创意信息

跌幅居前。 

表 1:周行业指数涨跌幅 

板块名称  周涨跌幅（%）  

沪深300  0.08 

中小板  -0.39 

创业板  -0.13 

CS计算机  -0.62 

CS硬件  -0.26 

CS软件  -0.73 

CS IT服务 -0.86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表 2:计算机行业个股涨跌幅榜 

涨跌幅前5

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5

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1 300248.SZ 新开普 11.28 1 300349.SZ 金卡股份 -6.60 

2 002421.SZ 达实智能 7.69 2 300045.SZ 华力创通 -8.73 

3 300467.SZ 迅游科技 7.12 3 300366.SZ 创意信息 -9.79 

4 300508.SZ 维宏股份 6.66 4 300209.SZ 天泽信息 -9.99 

5 002331.SZ 皖通科技 6.02 5 300311.SZ 任子行 -21.40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2.行业动态 

2.1 国际市场 

俄媒：中美日在超算领域争高下，美效率低于中国 

【新浪科技】俄罗斯卫星网 12 月 30 日报道，俄罗斯竞争情报专家预测，超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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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研发，就像核武竞赛，将在2017年再上新水平 。专家们认为，超级电脑控

制复杂机器人的能力将成为新一年设计开发的重点。 

2016 年中国在超算领域稳固了领先地位--制造出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

算机“神威太湖之光”（Sunway TaihuLight），，其 Linpack 浮点性能为

93PFLOPS，拥有 1065万个核。“神威太湖之光”2016年 6月投入使用，其效

率超越之前六度称雄的 “天河二号”。 “神威太湖之光”未使用外国生产的组

件，而“天河二号”装备了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处理器。 

超级计算机通常用于解决高度复杂的计算任务。这些“智能玩具”明显有双重用

途，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超算的具体应用领域总是像军事机密一样保密的。在

回答“超级计算机可保证中国在哪些领域的优势”的提问时，叶夫根尼〃尤舒克

回答说，比如，发展现代军队也需要复杂的计算模型，应对军事冲突和全球气候

变化也一样。所有这些都具有双重用途。 

同时超级计算机可在军事领域的一些传统方向上带来技术突破。俄罗斯竞争情报

专家、前情报官员安德烈〃马萨洛维奇指出：“首要方向之一是立体建模，包括

建立核爆炸模型。这非常重要，因为按照国家间的协议，核试验不被允许，然而

武器需要改进。为此需要建设复杂的大型数学模型，有这个能力的只有超级计算

机。因现代武器级钚比铀强几十倍，使得这项任务愈加复杂。 

还有一个应用领域是高超声速领域。这里涉及到飞抵时间短于 10 分钟、难以拦

截的导弹。从技术上讲，已经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批模型，由非常多的计算

机模型构成，因为实物实验昂贵得惊人。现代战斗机建模，也是超级计算机未来

的一个应用方向。“ 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经典用途是破译密码。现在暂时还没

有量子计算机。安得烈〃马萨洛维奇解释称，量子加密目前还在实验室中处于胚

胎状态，所以所有其他的东西理论上都可破译。破译各类信息也是现在一个很大

的社会需求。 

资料来源：http://tech.sina.com.cn/it/2016-12-31/doc-ifxzczff3491671.shtml 

地图服务商 Here 与 Mobileye 合作，研发无人驾驶地图技术 

【新浪科技】北京时间 12 月 30 日早间消息，在无人驾驶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

中，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诺基亚分拆出来的

Here 就宣布与计算机视觉芯片制造商 Mobileye 共同在无人驾驶地图服务领域展

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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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公司周四宣布了合作协议，他们将把 Mobileye 的 Roadbook 与 Here 的

HD Live Map 结合起来。前者可以通过众包数据识别可以行驶的路径，因此将作

为一个额外的层叠加到后者现有的数据上。自动驾驶技术使用高清地图为车载传

感器提供补充，不断地告知汽车应该看到什么信息，从而与汽车传感器感应到的

周围环境进行比对。 

作为该交易的一部分，Mobileye 还将使用 Here 的 Open Location Platform，而

Here 也将获准使用 Mobileye REM 车载实时路况监控技术的原始传感器数据。

这将帮助 Here HD Live Map 实现更快的更新，使之更好地反应无人驾驶汽车的

实时驾驶状态。 

地图是无人驾驶的关键组件，此次合作将帮助这两家公司成为更能吸引汽车厂商

的供应伙伴，从而为这些厂商的无人驾驶汽车和车队服务提供更好的支持。 

资料来源：http://tech.sina.com.cn/it/2016-12-30/doc-ifxzczff3430010.shtml 

2.2 国内市场 

华米人工智能实验室成立，明年发力芯片 

【凤凰科技】昨日，华米科技创始人&CEO 黄汪在 2017 新年内部信上透露，公

司成立华米人工智能实验室，明年将发力可穿戴芯片的研发。 

黄汪在内部信里说，经过今年一整年的准备，近日华米人工智能实验室成立。这

是由业内顶级专家带领的研发团队，实验室负责人工作了 20 年依然在一线亲自

写核心代码。“我相信我们的人工智能团队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在两年

内必将成为业内顶尖的 AI 团队。” 

黄汪表示，华米人工智能实验室不仅负责搭建华米在云端运动及健康大数据的深

度学习平台，还将与第三方合作，主导研发华米的第一颗基于深度学习的可穿戴

芯片。“我们的人工智能不是为了迎合资本和营销宣传，它有海量的数据作为基

础，它只有深度融入到华米的大健康业务发挥作用，才能成为华米的一种新能

力。” 

据了解，华米 2016 年全年出货超过 1600 万台可穿戴设备，销售额超过 15 亿元

人民币。自华米创办以来的三年连续盈利，每年利润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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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tech.ifeng.com/a/20170102/44525072_0.shtml 

富士康要部署更多机器人，已减少了数千员工 

【凤凰科技】北京时间 12 月 31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富士康自动化技术发展委

员会管理人员代佳鹏(Dai Jia-peng，音译)周五披露，公司计划分三个阶段减少

中国大陆地区工厂员工数量，这一目标在部分地区已经实现。 

代佳鹏向 DigiTimes 表示，在第一阶段，工厂个别工作岗位将装备机器人，完成

对人而言过于危险，或简单重复性任务；在第二阶段，机器人将用于整个生产

线；在第三阶段，只需少量员工即可完成生产、物流、测试、检验等工作。 

代佳鹏称，富士康位于成都、深圳和郑州的工厂已经达到第二、三阶段。尤其是

在郑州工厂，一条 CNC(数控机床)生产线实现了完全自动化。 

据代佳鹏称，截止目前，富士康已经部署了逾 4 万台“富士康机器人”，每年能

生产约 1 万台机器人。除工业机器人外，富士康还在开发医疗机器人。代佳鹏指

出，工业机器人不能完全取代人，因为人能迅速地由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

务。 

机器人将使富士康在多个方面受益，其中包括更快地生产产品、更低的劳动力成

本以及超过竞争对手的能力。换用机器人已经使富士康减少了数千名员工，可能

会影响部分中国城市的经济。 

资料来源：http://tech.ifeng.com/a/20161231/44524778_0.shtml 

余承东：2016 年华为手机出货量预计达 1.39 亿台 

【腾讯科技】年轮即将转向新的一圈，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今天发表了

2017 年新年致辞。据他透露，2016 年，华为消费者业务销售收入预计 1780 亿

人民币，同比增长 42%。 

据 IDC预测，2016年智能手机行业增长缓慢，全球年度发货量增速约1%。在这

种大环境下，华为年度发货预计 1.39 亿台，整体提升 29%，基本完成今年全年

目标；P9/P9 Plus 上市 8 个月全球发货超过 1000 万台，成华为首款出货量破千

万的高端旗舰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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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方面，华为 2016 年与全球数千家分销商、零售商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目

前拥有超过 3 万人的零售促销与服务团队，全球拥有超 7 万家零售阵地以及近

800 家服务专营店。 

在这份致辞中，余承东也提到了华为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他表示在即将过去的

2016 年，虽然华为的业务规模进一步提升，但是部分业务及海外部分国家没有

完成既定目标。 

同时华为海外与新业务还处于投入期，Marketing、渠道、零售费用投入增长过

快，投资效果短期内不能完全显性化，整体成本明显上升。在 2017 年，华为将

继续加大在基础能力、研发、创新等领域的投入，这也就对华为的盈利能力提出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资料来源：http://tech.ifeng.com/a/20161230/44524633_0.shtml 

3.A 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同方股份：9354 万元受让伟景行 21%股权，加码智慧城市

业务 

公司公告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同方软件受让伟景行部分老股东持有的伟景行

21%股权，并联合清华同衡向伟景行共同增资，本次股权受让和增资的金额共计

9,534 万元。本次股权受让和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伟景行 40%的股权，清华

同衡将持有伟景行 11%的股权。 

公司表示，目前伟景行拥有自主产权的基于 CIM 的智慧城市技术已经形成了一系

列从基础平台，工具软件、应用服务的多层次、强耦合、完整产品和服务体系，

这些技术和产品可以快速地插入公司智慧城市产业的现有业务，快速提升公司现

有智慧城市业务的展示效果和使用效率。本次交易完成后，伟景行将作为同方股

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技术和产品线补充，发挥其核心技术的优势和价值。因此，

本次投资伟景行，可以实现双方产品、技术和业务资源的结合，能够将公司的顶

层设计、大数据领导决策系统、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等业务，与伟景行所擅长的

“基于 CIM 的智慧城市技术”以及依据 CIM 技术实现的各种智慧城市具体业务

相结合，构成一个具有“国产心”和“创新点”的基于 CIM 的智慧城市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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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全资子公司拟 10.2 亿元发起设立医药产业投资公

司 

公司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方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以货币

形式出资 20 亿元人民币设立产业投资公司，即同方莱士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中，同方金控拟出资 10.2 亿元，持股比例 51%；上海莱士拟出资 3.8 亿元，

持股比例 19%；金石灏汭拟出资 3 亿元，持股比例 15%；大连城建拟出资 3 亿

元，持股比例 15%。 

公司表示，公司本次拟与上海莱士等合作方一同投资设立同方莱士，借助上海莱

士在血液制品等医药行业的市场地位和行业经验，共同寻求发展前景良好的相关

医疗医药产业投资机会，进一步探索在“大健康”产业领域的发展路径。 

运达科技：拟推 465 万股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公告称，公司拟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本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65万

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2400万股的2.08%。其中首次授予

423.5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2400 万股的 1.89%；预留

41.5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2400 万股的 0.19%，预留

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8.92%。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

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 

公司表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解禁条件为：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以 2016 年净

利润为基数，2017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 2016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

2016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0%。 

南威软件：中标 1.23 亿元城市安全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公司公告称，泉州市政府采购网公示了“泉州市城市安全信息系统（五期）设备

及建设安装采购项目”的中标结果，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 1.23 亿元。 

公司表示，本项目的中标，是公司在智慧城市和平安城市建设领域取得的又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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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展，战略意义深远，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等细分领域的

市场份额，对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未来的经

营工作和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易华录：拟 2 亿元发起设立智慧城市产业基金 

公司公告称，公司拟发起设立的智慧城市产业基金规模 10 亿元，其中易华录出

资 2 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持股比例为 20%。 

公司表示，智慧城市产业基金的主要投资领域为“智慧城市”、“公共安防”、

“智能交通”、“云计算”与“大数据”等领域。智慧城市产业基金的投资逻辑

旨在通过持续的投资与并购具有核心技术与产业规模的优质企业，为易华录打造

完整的智慧城市运营闭环生态链，使易华录通过与地方政府共建智慧城市、获取

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与运营权，并透过“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实现大数据

的挖掘与分析，最终将成熟的智慧城市应用提供给政府、企业和公众。 

聚龙股份：拟 1 亿元投资宁波多维聚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公司公告称，公司与上海艾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秦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盛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伙协议，拟共

同出资设立宁波多维聚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聚龙股份作为有

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上海艾孵作为普通合伙人现金出

资人民币 50万元，上海秦曦作为普通合伙人现金出资人民币 50万元，宁波盛尧

作为有限合伙人现金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中信证券作为有限合伙人现金出资

人民币 18,000 万元，合计 30,100 万元。并购基金主要投资区域包括：美国、英

国、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印度等海外市场。主要的投资领域包括：人工

智能、大数据金融科技及智能制造领域。重点投资方向为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

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技术、金融智能装备等与公司现有业务在当前或远期形

成强协同或互补的前沿技术。完成公司未来三至五年新技术、新业务的产业布

局，优化业务结构。 

公司表示，聚龙股份多年来致力于货币流通及智能化管理领域，形成了智能装

备、现金流通管理系统及第三方运营服务等核心业务板块。此外，公司还拓展了

社区便利店供应链优化管理及计算机视觉技术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应用落地等

新业务。成立并购基金的目的是向与聚龙股份的主营业务及其他战略转型业务相

关的、能形成规模效应或者产业协同效应，或其他行业前景看好、且受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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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鼓励并对聚龙股份经营业绩产生正向影响的海外企业、行业或相关领域进

行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投资、准股权投资或从事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活动。 

蓝盾股份：全资子公司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签署合作协

议 

公司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华炜科技有限公司近日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技术、人才、资本、设施等

资源优势，促进核应用安全等技术“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就核技术应用

方面的课题研究、人才培养、技术产业化及商业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事宜。 

公司认为，公华炜科技作为公司“大安全”产业发展战略中“物理安全”板块的

核心组成部分，能为包括国防军工、航空航天、铁路交通、通信、核电、新能源

等行业客户提供电磁防护、电源防护、电路防护的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本次合

作，华炜科技将加速电离防护方面的技术及业务积累，从而打造完整的“物理安

全”防护体系，符合公司的“大安全”产业发展战略。 

高伟达：1950 万元设立高伟达钽云科技控股子公司，加码云

计算业务生态链建设 

公司公告称，公司与北京伟达聚才企业管理中心、北京伟达助云企业管理中心共

同投资设立了“北京高伟达钽云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9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00%；伟达聚才出资人民币 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00%；伟达助云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 

公司表示，公司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生态环境与交易各方发起设立钽云科技，钽

云科技成立后将服务于高伟达集团，助力高伟达云计算业务生态链的建设。公司

将聚焦数据中心，专注软件定义，面向金融、运营商、能源、政府等行业客户提

供云计算软件产品和技术服务。以发展为国内领先的企业云计算产品及技术服务

提供商为目标。通过本次对外投资，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进一步巩固

公司行业的市场地位，将有助于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汉鼎宇佑：全资子公司拟 1270 万元收购镁乐文化传媒 100%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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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汉鼎宇佑互动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拟使用自筹资

金人民币 1,270 万元向北京达瑞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山西镁乐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100%股权、拟使用自筹资金人民币 100 万元向非关联自然人许武君、唐

寅、杜思敬收购杭州超象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表示，现阶段，公司制定了以体验式商业为核心消费场景，以泛娱乐为主要

内容的产业发展战略。将以汉鼎宇佑体验式商业为核心，以U乐城为落地点，通

过“U 乐汇”计划对优质品牌控股、参股以及战略合作等形式，为线下场景提

供优质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互动娱乐本次拟以自筹资金收购山西镁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和杭州超象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公司线下场景提供一个强

大的品牌和内容支撑，未来将成为公司 U 乐汇计划品牌之一。 

达实智能：与汕头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公告称，公司与汕头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表示，本协议的签订，是公司以 PPP 模式推动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建设的

又一区域性进展，彰显了公司在智慧城市 PPP 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与汕头市

人民政府的合作将有利于公司 PPP 项目的顺利落地实施，有助于巩固公司业务

在粤东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带动公司在智慧城市大数据服务、智慧医疗、“互联

网+”等领域的业务发展，积累智慧城市项目整体建设和运营经验，持续推进公

司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力。 

四方精创：拟推出 138 万股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公告称，公司拟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数

量为 1,380,000 股，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103,902,900 股的

1.33%。其中首次授予股票 1,104,000 股，占本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 80%，预

留276,000股，占本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20%。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总数，不超过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

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公司表示，本次股权激励的解锁条件为：第一个解锁期，2017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率不低于 15%；第一个解锁期，2018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

率不低于 20%；第一个解锁期，2019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率不低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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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预中标 1.59 亿宽带集群通信系统建设项目 

公司公告称，公司预中标 1.59 亿元福建省应急通信工程宽带集群通信系统建设

项目。 

公司表示，公司作为该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彰显了公司在智慧城市的综合竞

争实力，巩固了公司在智慧城市领域的领先市场地位，同时省级项目的示范效应

对公司的业务拓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工作和经营

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4.投资策略 

上周，上证指数震荡下行，中小板和创业板亦震荡收跌。计算机行业继续维持调

整走势，个股跌多涨少，能源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板块涨幅居前，第三方支付、

次新股等板块则表现相对较差。回顾计算机行业 2016 年走势，行业全年除阶段

性反弹外，整体走势较差，行业 2016 年走势以估值消化为主。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收盘，计算机行业目前整体估值（TTM）为 46.9 倍，相对于沪深 300 的

估值溢价率为 266.4%，虽估值进一步走低但仍相较于历史区间下限（3 年下限为

39 倍，10 年下限为 32 倍）有一定距离，预计行业在 2017 年出的行情走势仍以

估值消化为主，预计在行情调整与业绩增长共同作用下，行业估值有望在 2017

年一季度末、二季度初调整到位。届时，适逢行业年报和一季报披露期，预计增

长逻辑持续得到验证的公司将获投资者青睐，行业内表现将出现明显分化。根据

我们统计，2017年1月计算机行业解禁公司数量19家，解禁市值超过500亿元，

建议投资者应谨慎对待行业解禁潮来临所带来的潜在减持风险。展望后市，我们

认为虽然行业在 2017 年一季度走势仍将以消化估值为主线，但在绝对价格涨跌

上调整幅度有限，行业仍将是以震荡整理为主，以待业绩增长消化估值压力。在

配臵层面，我们建议投资者仍应从基本面出发，甄选个股以获取成长收益，建议

投资者重点关注基本面扎实、业绩增速高的优质白马个股博取业绩成长收益。板

块方面，建议积极关注轨道交通信息化、人工智能、存储与信息安全板块。综

上，我们继续维持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股票池继续推荐运达科技、恒华科

技、千方科技、绿盟科技、四维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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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

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

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的

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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