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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

网信办发布《网络生态治理规定》
，网
络信息内容治理迎来大机遇

领先大市-A
维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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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据中国网信网报道，9

月 1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收集为期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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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定义了“网络生态治理”的涵义。“网络生态治理”是指为了营

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态，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以网络信息
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所开展的弘扬正能量、处臵违法和不良信息等相
关活动。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生态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工
作，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和国务院教育、电信、公安、文化、市场监督
管理、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网络生态治理工作。

行业表现
计算机

沪深300

29%
21%
13%
5%

-3%
201 8-09
-11%

201 9-01

201 9-05

-19%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高标准严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实网络安全法。️本次《网络生态治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是对前期《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等网络安全纲领性法律法规的进一步细化，重点针对网
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内容服务平台、内容服务使用者以及网络行业组
织等网络生态群体，明确罗列了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并对违规情
形的处罚结果进行了细化。
■投资建议：️内容安全一直以来都是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

次《网络生态治理规定》的牵头单位、面向对象以及处罚责任等方面
足见规格之高、要求之严。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将迎来全新时代，建议
重点关注拓尔思（网络内容舆情监管）、太极股份（网络内容治理）、
东方通（网络流量管理）、中新赛克（网络可视化）、恒为科技（网络
可视化）。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进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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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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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胡又文、徐文杰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
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
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性，请谨慎使用。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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