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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聚焦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相辅相成

【解析】

“2017 中国 IT 市场年会” 近日在京

召开，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快速

增长，全年超过 230 亿元，预计 2018 年将

达到 381 亿元，复合增长率达 26.3%。 与

此同时，随着存储、计算、虚拟现实、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交叉融合，未来十几

年后数字经济将形成全新的产业生态。 国

家“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十四大战略之一

的 " 大数据战略 "，影响着各个行业，创造

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通过结合大数据和云

计算技术，人工智能将更好地服务于人们

生活，推动时代进步。

预测到 2019 年全球大数据技术和服

务市场规模将接近 500 亿美元，CAGR 超

过 20%，2015 年国内大数据市场规模已

达到 105.5 亿元，未来 3 年增速将保持在

35%左右，整个行业维持较高景气度。

【影响个股】

东方国信 通鼎互联 光环新网

事件

【解析】

中核科技 （000777）、 中国核建

（601611）、中国核电（601985）等公司

发布公告， 其各自的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

集团、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正在筹划战略

重组事宜，重组方案目前尚未确定。

这两大央企战略重组有利于发挥协同

效应，打通上下游。 在央企整合、国内新机

组开工、核电出海共同加速的推动下，预计

核电设备将迎来千亿级市场空间。

【影响个股】

台海核电 江苏神通 中国核建

事件

两大核电央企战略重组

科技进步重塑经济社会结构

【解析】

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7

年会上，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楼

继伟表示， 科技进步将加快重塑经济和

社会结构。 智能投顾本质上可视为人工

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应用。

预测到 2020 年，全球智能投顾市场

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68%， 资产管理

规模有望突破 2.2 万亿美元。具备“人工

智能 + 大数据” 深厚壁垒，又遵循合规、

审慎发展原则的智能投顾平台则有望率

先受益。

【影响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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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沪深资金连续流出为主，沪

深两市主力资金净出231.6352亿元。

排行净流出前5板块为： 券商信

托21.16亿元，电子信息18.19亿元，软

件服务15.38亿元，房地产14.08亿元，

汽车行业12.59亿元。

券商信托净流出居前个股有：中

原证券4.55亿元，国元证券1.35亿元，

华安证券1.35亿元。

电子信息有：中信国安3.51亿元，分

众传媒2.72亿元，海虹控股2.49亿元。

软件服务个股有： 联络互动3.83

亿元， 网宿科技1.59亿元， 赛为智能

7930万元。

贵州板块资金流向净流出6308

万，板块上涨0.40%。高鸿股份5130万元，

贵州茅台1884万元， 益佰制药606

万元排名前三。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杨明谦

“遵义播州国投·甲子9号”

项目上线一个月，现进入募集加速

期。 募集总额为三个亿的播州项

目， 目前已完成近2亿的募集目

标。 第九期已封账起息，第十期产

品即日开启认购。

2016年3月， 经国务院批复，

撤销遵义市遵义县设立遵义市播

州区。“播州区内的苟江经济开发

区是遵义市南部工业集聚区的主

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科技部批准

的遵义新材料基地中心和黔北综

合经济区核心。

“遵义播州国投·甲子9号” 项

目募集资金用于播州区苟江污水

处理工程。此污水处理工程是得到

遵义市、播州区两级政府大力支持

的省级民生工程。本项目的融资人

和担保人均是遵义市播州区实力

强大的政府平台公司。

产品在安全性、保障性、高收

益方面跑赢众多理财产品，受到国

内多家报业理财俱乐部的青睐，因

此在全国均有销售。 该产品5万起

投，按自然半年度返息，投资期限

为3年， 且投资额度越高收益越

好， 到期返还本金及最后一次利

息。 购买产品一年后，若投资者急

需用钱，可申请转让产品。

据悉， 该项目共有四大保障：

遵义市播州区国投的经营收入作

为产品本息的保障；遵义市播州区

城投的经营收入作为产品本息的

保障；遵义市播州区城投为播州区

国投支付产品本息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

出具关于本次融资的支持性文件。

有兴趣了解详细信息的市民

需要首先成为贵阳晚报黔生钱财

富俱乐部会员，之后再考虑是否购

买。 大家可关注“黔生钱”微信公

众号或前往晚报报业大厦19楼黔

生钱俱乐部了解情况。

财富热线：

0851-88419978� 15285107058

黔生钱官网：

http://www.qsqmoney.com/

咨询地址：

贵阳市小十字中山东路25号报业

大厦19楼黔生钱俱乐部

“遵义播州国投”募集加速

项目开启月余，近六成目标已完成

中国神华高比例分红，昨日早

盘直接一字板涨停， 带动煤炭开采

板块早盘反弹。神华大派“红包”之

后，不少资深市场人士预计，A股市

场风格将会转向股息率较高的国企

股，投资者或变得更加“好息” 。

中国神华表示，公司目前资产

负债率处于行业较低水平，近几年

资本开支规模较过往若干年度相

对降低，且未来一个时期经营现金

流入较好。在保证公司健康持续发

展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提出上述

派息建议， 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

公司存量及经营流入资金可保障

本次现金派息，本次现金派息不会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本次现金派息后，预计集团

未来仍将产生稳定现金流，能够保

障本集团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神华2016年年报显示，

公司流动资产一共有1334.63亿

元，其中货币资金507.57亿元，也

就是说分红金额比现有货币资金

存量更大。

深圳一位私募人士向记者表

示， 神华在当前时点大规模分红，

现金减少肯定减少了公司未来新

的投资，这对煤炭行业在整体压缩

产能背景下， 还是比较合适的，这

种分红额度未来难以持续; 不过，

这对市场来说有刺激作用，其实当

前政策都是比较鼓励上市公司分

红，摆脱过去“铁公鸡” 的形象，而

作为央企的神华，去年受惠于供给

侧改革而业绩不错，这样分红也说

得过去。 另一方面，现金储备较高

的公司，尤其是国企绝对控股的上

市公司，都会受到投资者追捧。

年报显示， 神华集团持股中国

神华73.06%，是绝对的第一大股东。

也有券商策略分析师认为，去

产能调结构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

务，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国资

委旗下企业内部募集资金是一种

解决的方式，神华高分红其实或许

有一定行政命令要求，国资委收到

相关分红资金后，可以投资其他更

需要资金发展的新兴行业;未来可

能其他国企都会有类似情况，市场

也可以按照这种逻辑寻找其他个

股的机会。

东北证券策略分析师陈亚龙

认为， 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披露

密集期来临，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

也会随之而来，分红类型可以分为

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两种。与股票

股利相比，较高的现金股利有着减

少公司净资产、长期潜移默化影响

股价以及作为现金牛型公司标签

的作用。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神华如期涨停

市场回顾：

昨日早盘两市小幅高开后

震荡下行， 沪指强于创业板指，

午盘后两市反弹乏力， 震荡下

行，临近尾盘，两市指数止跌回

升， 至收盘两市指数双双翻红，

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缩量。

技术解盘：

沪市大盘止跌回升的走势，

基本符合上周收评 “回杀洗盘

后再度上拉” 的观点。 30分钟图

上的KDJ指标线低位金叉，显示

短线反弹还有上冲动能；日线图

布林带上轨道线（3270点）牵引

股指与其靠近。 不过，日线图上

MACD指标线与KDJ指标线没

有形成金叉共振，显示短线反弹

难以出现持续单边上涨。触及21

日均线的股指有靠近34日均线

（3218点）的欲望。

后市研判：

综上，我们认为大盘洗盘不

彻底，上拉后再度回杀，大盘最

近两天出现反弹以后在下半周

又会出现冲高回落的调整。

昨日早盘煤炭股拉升，但银

行， 券商等权重股集体低迷，促

使沪指冲高乏力，午后煤炭股逐

级回落， 两市指数开始逐级下

行，尾盘小幅回升。 午后盘面上

赚钱效应在天山股份封板的带

动下有所回升，但板块总体热度

依然较弱，跟风股未能涨停。 其

他板块如高送转，人工智能昨日

均未能有效反弹，次新股午后反

弹， 但是该板块经历周五大跌

后，人气大幅降低，午后资金封

板意愿较差。目前资金依然集中

在次新股，高送转，新疆板块中。

一些优质个股在连续杀跌后，对

资金的吸引力变强，可能会迎来

二波走势。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在此期

间控制仓位，精选个股，等待题

材股超跌反抽的短线交易机会，

技术上当大盘股指没有击破今

天低点之前，反弹触及日线图布

林带上轨再度拉升要短线高抛。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大势研判

谨防上拉之后再回杀

市场人事预计：投资者或变“好息”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