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观点

一周市场回顾：本周的两个交易日（2.18-2.19），计算机板块上涨 2.83%，沪深 300 指数

下跌 0.5%。

周观点：关注超跌的优质标的

1）板块估值处于历史地位，部分优质标的超跌明显（1）截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计算

机板块 PE（TTM，中值）为 44.69 倍，近五年来计算机板块（TTM，中值）的均值为

61.1 倍，当前估值仅为近五年历史均值的 73%。

（2）计算机板块从 2020 年 7 月 13 日高点至今已经下跌 25.42%，而同期沪深 300 指

数上涨 19.1%。而中小市值公司跌幅更大。我们认为网络安全、军工信息化、医疗 IT、

信创等细分板块中存在一批超跌优质标的。

2）基金持仓比例处于较低位置，集中效应明显从基金持仓比例来看，2020Q4 计算机板块基

金持仓为 3.2%，较 2020Q3 的 4.32%有明显下降，在所有一级行业板块中排名第 10。计算机

板块前十大重仓股持仓市值占基金持仓总市值的比例为 78.7%，前二十重仓股持仓市值占基

金持仓总市值的比例为 90.2%，集中效应尤为突出。

投资建议：计算机板块估值处于历史地位，部分优质标的超跌明显，同时板块基金持仓也处

于较低位置，建议重点关注网络安全、军工信息化、医疗 IT、信创等细分板块中优质超跌

标的。

此外，（1）云计算：推荐金山办公、用友网络、广联达、福昕软件、泛微网络、致

远互联、万兴科技，其他受益标的包括浪潮信息、新开普、石基信息。

（2）产业互联网：推荐国联股份、中控技术、鼎捷软件、宝信软件、赛意信息、朗

新科技；其他受益标的包括中望软件（拟上市）等。

（3）网络安全：推荐深信服、安恒信息、奇安信、绿盟科技、美亚柏科、启明星辰、

迪普科技、拓尔思；其他受益标的包括天融信、中新赛克、卫士通。

（4）信创行业：推荐中国长城、中科曙光、金山办公、华宇软件、超图软件；其他

受益标的包括中孚信息、神州数码、中国软件、诚迈科技等。

（5）智能网联汽车：推荐中科创达；受益标的包括德赛西威、千方科技、道通科技

等。

（6）金融 IT：受益标的包括恒生电子、长亮科技、宇信科技、神州信息、同花顺。

（7）医疗 IT：推荐卫宁健康、创业慧康、久远银海，其他受益标的包括思创医惠、

万达信息。

（8）军工信息化：推荐淳中科技、航天宏图，其他受益标的包括中科星图。

风险提示：政府及企业 IT 支出缩减；疫情影响全年业绩；人才流失风险。

1、公司动态：虹软科技等发布 2020 年业绩快报

1.1、业绩前瞻：虹软科技等发布 2020 年业绩快报



1.2、投资及股权转让：安洁科技拟使用自筹资金 1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安洁科技】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 1 亿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安洁舒适家科技

有限公司。

【安洁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

司苏州威洁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1.3、中标及战略合作：广电运通中标南航 1.34 亿元服务外包项目

【广电运通】公司中标“南航 2021-2023 年度服务外包开发、测试产品线包供应商框

架协议采购/包 2（财务等业务领域三年合作开发集采框架）项目”、“南航 2021-2023

年度服务外包开发、测试产品线包供应商框架协议采购/包 4（客户触达等业务领域三

年合作开发集采框架）项目”，中标金额合计 1.34 亿元人民币。

1.4、其他动态：ST 天夏发布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告

【ST 天夏】公司因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泰控股】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6 亿股新股。

【创业慧康】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7980.68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69%；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 7980.68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69%。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

【彩讯股份】公司股东永新县光彩信息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合伙）、永新县明彩信息

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合伙）、永新县瑞彩信息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期

限届满，分别以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本公司股份 207.06 万股、113.43 万股、19.6

万股。



【彩讯科技】股东广东达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计划在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4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

超过 1%）。

【易联众】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期间，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累计

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253.08 万元，其中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金额为人

民币 124.8 万元，其它政府补助资金为人民币 128.28 万元。

【维信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总金额人民币

1207.43 万元。

【乐鑫科技】公司股东 Shinvest Holding Ltd.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8.22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皖通科技】鉴于公司总经理廖凯先生在任职期间，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公司业绩严

重下滑，公司董事会决定解聘廖凯先生的总经理职务，廖凯先生被解聘后将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国联股份】公司股东东证周德（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68.1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07.8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676.0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该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道通科技】公司股东平阳钛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常州五星钛信绿色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钛星一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拟自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021 年 9 月 11 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9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

【优博讯】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设立产业基金并注销杭州清科优博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注销合伙企业，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注销事宜。

【航天宏图】公司股东深圳市架桥富凯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减持时间区间

届满，架桥富凯投资减持股份数量 361.08 万股，减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 2.17%。



2、行业一周要闻：工信部征求意见稿：2022 年起移动设备无线充电功率应小于 50W

2.1、 国内要闻：工信部公布征求意见稿，2022 年起移动设备无线充电功率应小于

50W

工信部公布征求意见稿，2022 年起移动设备无线充电功率应小于 50W

【站长之家】2 月 20 日消息，据工信部公布的《无线充电（电力传输）设备无线电管

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显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所有生产、进口在国内销售、

使用的移动和便携式无线充电设备额定传输功率要求小于 50W。

近五年我国 5G 产业融资总额超 1200 亿

【TechWeb】2 月 20 日消息，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发布《我国 5G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 2015-2020 年的 5 年间，中国 5G 产业累计发生 356 件融资事件，融资金额

累计 1278.74 亿元。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国内市场 5G 手机累计

出货量 1.63 亿部，占比已达到 52.9%。

2.2、 海外动态：苹果已启动 6G 技术研发，正在招聘大量研发工程师

苹果已启动 6G 技术研发，正在招聘大量研发工程师

【TechWeb】2 月 19 日消息，2020 年 10 月份才推出 5G 智能手机的苹果，也已启动了

6G 相关技术的研发，根据苹果公司的招聘信息，他们正在招聘大量的工程师，为未来

的 iPhone 研发新兴的 6G 无线网络技术。

英特尔 CEO 帕特·基辛格：在我们所竞争的每一个业务领域都成为引领者

【TechWeb】2 月 19 日消息，英特尔新任 CEO 帕特 ·基辛格发布内部信表示，英特尔要

在所竞争的每一个业务领域都成为引领者。他表示，英特尔是唯一一家在智能芯片、

平台、软件、架构、设计、制造和规模化方面，均拥有广泛而深厚实力的半导体公司。

美国芯片制造核心地区遭暴风雪致命打击，全球缺芯雪上加霜

【快科技】美国得克萨斯州遭遇历史性的暴风雪袭击，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因为缺电，

要求企业减产停产，把电留给居民和医疗，而奥斯丁周边恰恰是美国芯片制造的核心

地区。三星、NXP、英飞凌等厂商的工厂都陆续从周二开始停工，花旗的分析师在周

三发出报告表示暴雪天气可能会让全球短缺的芯片市场雪上加霜。



3、风险提示

政府及企业 IT 支出缩减；疫情影响全年业绩；人才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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