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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 目前已

启动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建设，开

源要为创业者所获取。 下一步要加

快实施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集成研

发， 人工智能项目指南和细则即将

发布。

近期， 人工智能政策红利密集

释放， 继 2017 年 12 月份工信部印

发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规划》 后，2018 年 1 月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发

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指出，

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人

工智能第二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

成为 2018年的工作重点之一。重磅

政策接连落地， 表明国家对于人工

智能的高度重视， 发展人工智能早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随着政策红利

的密集释放及新技术的推动， 人工

智能行业有望迎来风口。

【影响个股】

科大讯飞 劲拓股份 拓尔思

人工智能政策红利密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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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客工场合并无界空间

【解析】

近日， 优客工场与无界空间正

式合并。 这也是继两个月前优客工

场宣布与洪泰创新空间合并后，又

一重要的战略布局。至此，优客工场

总估值达到近 110亿元。 截至 2017

年 12月， 优客工场在全球 35 座城

市布局了 120个共享办公空间。

“共享经济” 近年来已经涌现

了一大批独角兽公司， 也将是未来

5至 10年最大的风口之一。 在国外

共享办公公司估值暴涨的同时，国

内腾讯众创空间、 优客工场等也在

快速扩张中。 据统计，近 10 年联合

办公空间年均增长率约 70

%

。

到

2025 年，包括共享办公在内的全球

共享经济规模将增至 3350 亿美元，

潜力巨大。

【影响个股】

阳光股份 世联行 上实发展

2018 年以来， 随着工商银

行、贵州茅台、中国平安等去年创

历史新高的大盘蓝筹股股价的冲

高回落， 前期超跌的中小创股接

起上涨的大旗。据统计，剔除今年

以来上市的次新股后， 共有 173

只个股上周五盘中股价创下今年

以来新高， 其中 119 只个股为中

小创股票。

对此，钱坤投资表示，创业板

指周线四连阳， 同时突破了长期

下降趋势线以及年线。 创业板市

场转强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相比

权重股、周期股的处于高位，题材

股股价整体低位徘徊， 明显更具

反弹空间。

进一步梳理发现， 上述 119

只创年内新高的中小创股票中，

有 74只个股近 30 日内被机构给

予“买入” 或“增持” 等看好评

级，其中浙江美大、罗莱生活、广

联达、先导智能、美年健康、星网

锐捷、三七互娱、爱尔眼科、启明

星辰和泰格医药等 10 只个股被

机构扎堆看好，近 30 日内机构看

好评级家数均在 10 家及以上，岭

南股份、汇川技术、东方国信、南

极电商、精锻科技、昆仑万维、凯

莱英、周大生、宋城演艺、捷成股

份和美亚柏科等个股近 30 日内

机构看好评级家数均在 5 家及以

上。

上述 74 只个股 2017 年年报

业绩表现也十分突出， 截至上周

五， 共有 73 家公司已披露 2017

年年报业绩快报，其中 68 家公司

2017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中

际旭创、恒信东方、青岛金王、三

超新材、三诺生物、大族激光和泰

格医药等公司业绩表现抢眼，

2017 年净利润同比增幅均在

100

%

以上，岭南股份、国瓷材料、

昆仑万维、华灿光电、先导智能、美

年健康、利亚德、洲明科技、赢合科

技、 南极电商和启明星辰等公司

2017 年净利润同比增幅也均在

70

%

以上
。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 74 只个

股中， 部分个股估值仍处低位，青

岛金王、永新股份、富安娜、七匹

狼、捷成股份、葵花药业、申通快

递、精锻科技、宋城演艺和岭南股

份等个股最新动态市盈率均在 30

倍以下，低于所属市场的最新市盈

率，均低于中小板和创业板整体估

值水平。

结合业绩、机构评级、估值等

三大指标来看，捷成股份、精锻科

技、申通快递、华灿光电、岭南股

份、三七互娱、周大生、利亚德和

罗莱生活等 9 只中小创股优势明

显。

据《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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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盘：3319.21点 最高：3333.56点

最低：3313.56点 收盘：3326.70点

涨跌：19.53点（0.59%）

成交：2479亿元

开盘：1872.03点 最高：1901.15点

最低：1872.03点 收盘：1882.41点

涨跌：25.95点（1.40%）

成交：1222亿元

开盘：7720.09点 最高：7781.70点

最低：7714.26点 收盘：7781.58点

涨跌：116.41点（1.52%）

成交：1487亿元

开盘：11266.32点 最高：11328.77点

最低：11260.46点 收盘：11326.27点

涨跌：131.36点（1.17%）

成交：3593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沪指三连阳 独角兽领涨

周一， 沪深两市早盘集体走

强，个股呈现普涨态势，创业板指

盘中一度涨 2.5%， 随后冲高回落

涨幅收窄，有色、证券等权重股盘

中崛起， 小盘题材股仍是市场热

点主线。

从盘面上看，“独角兽” 概念

股全线大涨，龙头麦达数字、江南

化工一字板，天华超净两连板。锂

电池概念午后突然爆发， 当升科

技、西部材料、正泰电器、石大胜

华涨停。 人工智能项目指南和细

则将发布，思创医惠涨停，巨轮智

能、科大智能一度封板。

技术上， 沪市大盘日线图上

的 MACD 指标线与 KDJ 指标线

出现了金叉共振， 显示对应级别

的反弹还有上冲动能， 突破日线

图布林中轨的股指有靠近上轨道

线的欲望。 不过，62日均线（3350

点）和 34 日均线（3362 点）分别

向下移动对反弹的股指构成压

制， 早盘高开的缺口（3307.17

点）对上方的股指构成牵引。创业

板短期技术指标 60 分钟级别

MACD 有背离迹象，对应级别再

度上拉有调整需求， 但是成交量

同步放大且日线级别技术指标共

振向多， 短期回踩洗盘之后还有

上攻。

后市研判， 我们认为主板大

盘惯性上冲后会回杀补缺， 但创

业板短期回踩年线之后还将继续

上攻。

策略： 从创业板指 2 月初创

下的低点 1571 点看，长期历史底

部很可能就在这里， 政策与技术

双轮驱动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科

技龙头迎盛世， 十年长牛莫下

车” ；但当政策转向，TMT 躁动过

后，随着一季报的陆续披露，后续

只有“真成长”才能真正走出来。

操作上， 上证大盘没有回补

昨天早盘高开缺口之前的拉高，

不要在盘中追涨， 股指反弹离日

线图布林带上轨道线距离越近越

要短线高抛。 但是对于创业板来

说， 逢指数回踩年线就要逢低把

握科技股龙回头上车的机会。

华创证券飞山街飞山街 袁兴春

分析师：再度冲高后有回踩洗盘需求，可逢低布局创业板龙头

▲ ▲ ▲ ▲

119只中小创股票创年内新高

三指标筛出 9只绩优成长股

随着巴菲特增持苹果，作为苹果

概念股的瑞声科技（02018），股价 3

月份强烈反弹。 瑞声科技是领先全球

通信及消费电子市场的微型元器件

全面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从事生产

及销售声学相关产品。 产品广泛应用

于手提电话、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LED 电视、游戏控制器、电子书及众多

其他类型的消费电子产品,产品种类

涵盖移动通信、资讯科技、消费电子、

家用电器、汽车及医疗仪器等行业。

2017 年 3 季度，瑞声科技营业收

入及净利润为 139.68 亿元及 34.93

亿元（人民币），按年分别上升 43

%

及
42%

。 其中声学分部的销售额同比上

升 20

%

，

占总收入的
48%

。

非声学业务

同比增加 79

%

，

占总收入的
47%

，

总体
毛利率为

41.1%

。

每股基本盈利为
2.85

元
（

人民币
）

上升
43%

。

去年第四季度，瑞声科技资本增

加了两亿投资， 加强光学和声学业

务。 随着智能手机进一步升级，公司

有望明年销售额增幅不低于

25%

。

由于受到混合镜头产品扩张，声

学和触觉产品均价提升，以及触觉产

品市场份额增加诸多因素鼓舞，瑞声

科技获大摩、高盛、花旗等海外投行

纷纷看好。

瑞声科技当前市盈率 32 倍，预

测市盈率仅为 28 倍，总市值 1927 亿

港元，相对估值合理。 在机构评级中，

共获 4 家券商买入评级，2 家券商推

荐评级，1家券商持有评级。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张静

海外投行

看好瑞声科技

■港股直通车

上周，贵州茅台、工商银行、中国

国旅、 长江电力等传统白马股重新获

得北上资金加仓。

上周“独角兽” 概念股活跃，但北

上资金态度冷淡，超过半数概念股互通

标的被减持，包括天音控股、华西股份、

华东科技等。 相反，北上资金调仓上风

格上重回“保守” 线路，白酒、银行、医

药等行业龙头加仓力度再度居首。

其中， 贵州茅台获北上资金增持

9.36亿元，自 2月来，北上资金持股比

例缓步攀升至 5.82

%

。

其次是工商银

行获加仓，但中国平安被减持 2.84 亿

元。 恒瑞医药、华东医药以及乐普医药

等悉数获加仓；电子股也成交活跃股，

大族激光获加仓 2.55 亿元， 欧菲科

技、 立讯精密和华天科技获增持力度

也均超过 5000万元。

另一方面， 北上资金对业绩不达

预期的白马股依旧持谨慎态度， 大幅

减持老板电器。 同时，汽车、地产股被

密集出货，华域汽车、比亚迪、潍柴动

力以及万科 A、招商蛇口、嘉禾集团等

均被减持。 据《证券时报》

北上资金

重新加仓贵州茅台

■机构动向

增持 9.36 亿元，持股比例缓步攀

升至 5.82%

大创新引领春耕反弹。

在投资策略方面， 持续推

荐大创新。 该板块此前调整相

对充分， 估值水平和仓位结构

显著改善， 在市场调整结束进

入反弹窗口后， 大创新板块更

具弹性。 虽然短期内板块整体

上涨，但在监管层推动引入“独

角兽” 、对改革退市制度征询意

见等举措下， 价值化的趋势明

朗， 更需要精选估值具备安全

边际的个股。 在当前时点，建议

投资者对于大创新的配置需精

选估值具备安全边际的个股。

从中长期来看， 具备行业

创新磐石的五大硬科技产业

（电子、通信、机械、医药、电车

等）将加速发展，其中基本面过

硬的个股长期前景光明。 同时，

航空股也值得关注。 兴业证券

看好五大硬科技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