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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西京

晨报讯 9 月 1 日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简

称《数据安全法》）和《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简称

《条例》）施行。近期市场调整

中，网络安全板块风生水起，成为

另一道风景。

《数据安全法》规定，违反

国家核心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由

有关主管部门处二百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并根据情况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

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

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条例》则明确，重点行业和

领域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属

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

采取措施，监测、防御、处置来源

于境内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威

胁，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受

攻击、侵入、干扰和破坏，依法惩

治违法犯罪活动。

这给相关公司带来机会。比

如，中孚信息（300659）2021 年

半年报就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 3.63 亿元，同比增长

106.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1 万元，同比增

长 113.87%。虽然每股收益仅

0.01 元，中孚信息表示，报告期

内公司网络安全产品线进一步

拓展和完善，在主机与网络安全

产品、检查检测产品快速增长的

基础上，数据安全产品高速增

长，进一步驱动了公司业绩成

长。

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的法

律框架以及产业发展不断完善，

尤其是今年以来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密集出台。其中 7 月 13 日

发布的《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 (征求意见稿)》

提出，到 2023 年网络安全产业

规模要超过 2500 亿元。电信等

重点行业的网络安全投入在信

息化投入中的比例，2023 年要

达到 10%。

2021 年我国网络安全预算

占比仅 1.84%，低于全球 3.74%

的平均水平，未来三年网络信息

安全市场规模将稳定增长。

近期天津市国资委发布《关

于加快推进国企上云工作完善国

资云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要

求国资企业逐步向国资云平台迁

移，企业已部署在第三方公有云

平台的信息系统，租约到期日起

2个月内全部迁移至国资云。

安信证券认为，国资云本质

是从第三方托管的公有云转向国

资专属行业云，保护国有数据资

产安全。

由此，近期“国资云”概念股

铜牛信息、美利云、云赛智联等连

续上涨，卫士通 7 月 12 以来股

价已经翻倍，作为中国网安旗下

唯一上市公司，该公司参与国家

数据安全顶层规划和多项数据安

全国家标准制定。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国资云

IaaS 层建设由各省市国资主导

建设，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安全。

天津《实施方案》提出国企数据

资源属于国有资产，应纳入国资

监管和统一管理。国资云将会运

行在具备国资背景、满足二级等

级保护要求的 IDC 机房中，各省

市政府或将通过新建和加强对

现存 IDC 机房资源的管控力度

来强化对 IaaS 层和数据安全的

掌控。这有望带来 IDC、服务器、

交换机、光模块等 IaaS 产业链

相关机会。

据新华社报道

科创板 2021 年上半年成绩单

悉数出炉。作为科技创新 “排头

兵”，科创板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研发投入继

续保持高位，体现出硬科技助力高

增长的态势。

截至 8 月 31 日，科创板全部

331 家公司通过半年度报告、上市

公告书等形式披露了 2021 年半年

度主要经营业绩信息。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统计，上半年科创板公司

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3040.50 亿元、

归母净利润 433.19 亿元，同比增长

55.14%和 105.24%。

同期，超九成科创板公司实现

营收增长，56 家公司实现营收翻

番，两成公司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

元；超七成公司归母净利润实现增

长，三成公司净利润增幅超

100%，最高达 743 倍。与此同时，

受海外疫情变化、原材料价格上

涨、股权激励费用增加、研发投入

加大等因素影响，部分公司业绩出

现下滑。

在科创板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

件下，先后有 19 家上市时未盈利

企业、4 家红筹企业、2 家特殊股权

结构企业和 1 家发行存托凭证企

业成功上市。上半年上述企业整体

营收同比增幅达到 56.82%，16 家

未盈利企业较上年同期减亏 16.36

亿元。

上半年科创板六大战略新兴

行业均呈现较强的增长势头。生

物医药行业持续推进创新研发，以

整体营收 90%、归母净利润 176%

的同比增速位列第一。新能源行

业产能快速扩张，叠加下游需求旺

盛，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幅分别达到 76%和 157%。新一代

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材料和高

端装备制造行业归母净利润同比

分 别 增 长 107% 、53% 、48% 和

44%。

统计显示，上半年科创板公司

合计研发投入达 254.03 亿元。剔除

采用第五套标准上市的公司，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为 14%。

与高研发投入相匹配，科创板上市

公司已拥有近 10 万人的科研队

伍，研发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比例

平均近三成。同期科创板上市公司

合计新增知识产权 11571 项，其中

新增发明专利 3217 项，科创“成

色”不断增强。

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聚集地，

科创板目前共有 95 家上市公司入

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名录，占公司总数的 29%，为加快

我国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

提供了有力支撑。

科创板已成为联结资本市场与

要素市场的纽带，持续推动形成技

术引领产业发展、产业引导资本投

入的有效循环，营造产、学、研、资共

同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良

好生态。近五成科创板公司以牵头

方、承办人等身份参与国家重要科

研专项。

半年报显示，在机构股东数量

和持股比例明显上升、投资者结构

持续优化的同时，科创板国际化水

平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已有 24

只科创板股票进入沪股通标的，16

只科创板股票分别纳入富时罗素、

明晟（MSCI）核心指数体系。截至

7月底，外资持有科创板流通市值

666亿元，较去年底增加 115%。

据新华社报道

沪市 9 月开门红，保险、证

券等大盘股领涨带动沪强深弱格

局。

9 月 1 日当天，上证综指以

3543.87 点开盘，全天窄幅震荡，

最终收报 3567.10 点，较前一交

易 日 涨 23.16 点 ， 涨 幅 为

0.65%。

深证成指收报 14314.09

点，跌 14.29 点，跌幅为 0.10%。

创业板指数跌 0.85%，收盘报

3186.85 点。

科创 50指数跌 1.15%，收盘

报 1424.66 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跌数量基本

相当，约 2200 只交易品种上涨。

不计算 ST个股，两市近 70 只个

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水泥、保险、

云游戏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4%；

HIT 电池、钛白粉、有色金属跌

幅居前，跌幅均逾 6%。

记者 曾索狄

晨报讯 日前，视频网站超前

点播服务中的“逐集解锁”规则引

发了用户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昨日，

腾讯视频发布“关于优化超前点播

服务的声明”称，将尽快调整解锁

规则、支持选集解锁，提升用户体

验。

随即，曾经对超前点播模式提

出过意见的上海市消保委通过微信

公众号发文，对腾讯视频的承诺改

进表示支持，并希望有类似情况的

其他平台能够积极跟进。

超前点播是视频网站在保证普

通用户和 VIP 会员用户原本内容

更新节奏不变的前提下，为有超前

观看需求的 VIP 会员提供的付费

点播服务。对于广受关注的“逐集

解锁”规则，腾讯视频表示，此前设

置该规则的出发点在于保护观看内

容的作品连贯性、尊重内容创作者

的艺术创作。从保障用户观看体验

和影视作品艺术价值的角度来看，

“逐集解锁”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的

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这一规则给部分有跳集

观看需求的用户造成了不便。腾讯

视频表示，将对超前点播服务进行

优化，支持用户选集解锁，以在保障

消费者权益的同时，让用户享受到

更具个性化的追剧体验。

从《庆余年》到《扫黑风暴》，

近年来，超前点播作为一种创新的

付费服务，正在不断优化升级。应该

说，它的具体实施方式不仅需要视

频网站不断探索，也需要各方力量

来共同推动，最终帮助超前点播模

式走向成熟完善，给用户带来更贴

心、更舒适的体验。

回应用户选集点播呼声，腾讯视频承诺调整“逐集解锁规则”

数据安全新规昨起实施
网络安全板块风生水起

沪市 9月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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