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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周报（20180415） 

 川财周观点 

随着近期国产安卓新机型的密集发布（包括华为 P20 系列、vivo X21 系列、

小米 Mix2s、OPPO R15 和魅族 E3系列等），我们发现国产手机跟随 iphone X

开始出现高端化定价趋势，华为 P20 系列不同型号国行定价在 3788-6288 元

之间，小米、OPPO、vivo定价起步也都在 3000 元以上。我们认为，手机单价

上升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手机硬件创新包括全面屏、双摄、非金属机身等导

致 BOM 成本增加；二是在手机整体销量放缓的背景下，手机厂商会选择通过

提价来促进收入增长。近期国产新机除了魅族系列以外全部采用全面屏和双

摄像头设计，华为三摄技术可以实现更高的变焦倍数，拍照效果升级，同时也

带来组件耗材的增加和单机价值的提升。我们看好手机屏幕产业链，建议关

注摄像头模组、手机屏和屏下指纹识别模组等，相关标的：欧菲科技等。 

 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0.89%，收于 3159.05点，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0.21%，收于

3282.48点。电子行业指数板块排名 17/28，整体表现一般。周涨幅前三的个

股为智动力、丹邦科技、华体科技，涨幅分别为 13.18%、12.30%和 12.03%。

跌幅前三的个股分别是森霸股份、劲胜智能、坚瑞沃能，跌幅分别为 19.33%、

16.25%和 15.86%。 

 行业动态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4 月 9日公布，经过数年的持续增长，全球半导体

光罩(photomask)市场在 2017 年飙升 13％，创历史新高达 37.5 亿美元，预计

2019 年将超过 40亿美元。（simi大半导体产业网） 

美光指出继目前在新加坡拥有 Fab 10N、Fab 10X两座 NAND Flash快闪存储

器工厂之后，将在当地兴建第 3座 NAND Flash 快闪存储器工厂。新工厂计划

2019 年年中前后完工，2019 年第 4 季开始投产。（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公司公告 

蓝思科技（300433）：公司发布 2018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8 年一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823-1102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

60%；环旭电子（601231）：公司 2018 年 3 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0.5 亿

元，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下降 7.52%，较 2 月合并营业收入环比增长

20.51%。 

 风险提示：行业景气度不及预期；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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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财周观点 

随着近期国产安卓新机型的密集发布（包括华为 P20 系列、vivo X21 系列、

小米 Mix2s、OPPO R15 和魅族 E3 系列等），我们发现国产手机跟随 iphone 

X 开始出现高端化定价趋势，华为 P20 系列不同型号国行定价在 3788-6288

元之间，小米、OPPO、vivo 定价起步也都在 3000 元以上。我们认为，手机

单价上升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手机硬件创新包括全面屏、双摄、非金属机身

等导致 BOM 成本增加；二是在手机整体销量放缓的背景下，手机厂商会选择

通过提价来促进收入增长。近期国产新机除了魅族系列以外全部采用全面屏和

双摄像头设计，华为三摄技术可以实现更高的变焦倍数，拍照效果升级，同时

也带来组件耗材的增加和单机价值的提升。我们看好手机屏幕产业链，建议关

注摄像头模组、手机屏和屏下指纹识别模组等，相关标的：欧菲科技等。 

 

二、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0.89%，收于 3159.05 点，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0.21%，收

于 3282.48 点。电子行业指数板块排名 17/28，整体表现一般。 

 

图 1： 各板块本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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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电子板块二级子板块中，半导体、其他电子、元件板块分别下跌 1.83%、

0.25%、0.14%，光学光电子、电子制造板块分别上涨 1.22%、0.24%。电子

板块三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是光学元件、显示器件、电子系统组装，分别上

涨 3.50%、1.33%、1.31%。 

 

表格 1. 电子二、三级行业表现 

代码 名称 周收盘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801081.SI 半导体(申万) 2,212.33 -1.83 -2.97 

801082.SI 其他电子Ⅱ(申万) 5,184.43 -0.25 -3.61 

801083.SI 元件Ⅱ(申万) 3,529.13 -0.14 -1.08 

801084.SI 光学光电子(申万) 2,008.21 1.22 -0.99 

801085.SI 电子制造Ⅱ(申万) 4,757.56 0.24 -1.79 

850811.SI 集成电路(申万) 2,575.18 -1.97 -3.03 

850812.SI 分立器件(申万) 1,547.60 -1.50 -2.44 

850813.SI 半导体材料(申万) 1,712.69 -0.30 -3.02 

850822.SI 印制电路板(申万) 2,593.02 0.21 -1.60 

850823.SI 被动元件(申万) 4,362.63 -0.41 -0.68 

850831.SI 显示器件Ⅲ(申万) 1,475.17 1.33 -0.91 

850832.SI LED(申万) 2,470.16 0.26 -1.60 

850833.SI 光学元件(申万) 4,309.64 3.50 0.37 

850841.SI 其他电子Ⅲ(申万) 5,196.93 -0.25 -3.61 

850851.SI 电子系统组装(申万) 3,739.34 1.31 0.03 

850852.SI 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 5,335.08 -0.91 -3.71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1、近日，总投资 100 亿美元的华虹无锡集成电路研发和制造基地项目（华

虹 7 厂）一期工程在无锡举行桩基启动仪式。华虹集团董事长张素心表示，

华虹将无锡列为除上海张江、金桥、康桥（规划 2020 年导入 14nm 工艺）

之外的集团第四个 IC 制造基地，从而带动无锡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2、美光指出继目前在新加坡拥有 Fab 10N、Fab 10X 两座 NAND Flash 快

闪存储器工厂之后，将在当地兴建第 3 座 NAND Flash 快闪存储器工厂。新

工厂计划 2019 年年中前后完工，2019 年第 4 季开始投产。（simi 大半导体

产业网） 

3、日本首届超高清设备展在东京盛大开幕，会上 BOE（京东方）展示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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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领先的 8K 超高清系统解决方案，其由 BOE 4K/8K 影像服务云平台、

BOE 8K 解码播放器和 BOE 8K 显示终端共同组成。（ofweek 电子工程网） 

4、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4 月 9 日公布，经过数年的持续增长，全球半

导体光罩(photomask)市场在 2017 年飙升 13％，创历史新高达 37.5 亿美

元，预计 2019 年将超过 40 亿美元。（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5、据外媒报道，华为将于 2018 年第二季度推出麒麟 980 处理器，该系列手

机将配备 7nm 处理器。据了解，相比于麒麟 970，这款处理器将配置人工智

能芯片 NPU 第二代。（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6、根据工研院 IEK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展望 2018 全年台湾地区 IC 产业，

预估台湾地区 IC 产业今年的产值预计为新台币 2 兆 6,050 亿元，较 2017 全

年成长 5.8%。（ofweek 电子工程网） 

7、根据 Factset 发布的统计数据，亚马逊去年的研发开支在美国企业中位居

首位，包括技术和内容开支在内，总费用达到 226 亿美元。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位居第二，去年研发开支为 166 亿美元。另外三家排名前五的公司

分别是英特尔（131 亿美元）、微软（123 亿美元）和苹果（116 亿美元）。

（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8、教育部在近日正式发布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文件强

调，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专业建设，推进“新工科”建设，形成“人工智能

+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9、IC 设计大厂联发科 10 日宣布，推出业界第一个通过 7 纳米 FinFET 硅认

证的 56G PAM4 SerDes 知识产权，进一步扩大其 ASIC 产品阵线。（ofweek

电子工程网） 

10、数据显示，中国 OLED TV 的数量正进入高速增长期，2018 年第二季度

预计同比增长 118.8％，而在 2500 美元以上的高端市场，OLED 占比已经占

据半壁江山，OLED 电视已成高端首选。数据预计，2018 年中国 OLED 电

视整体销量规模将达到 25 万到 30 万台左右。（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11、根据印度媒体报道，诺基亚手机制造商 HMD 公司高层接受采访时表

示，该公司正计划在印度建立工厂，目前还在与富士康进行合作商讨。（si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12、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一份需求方案说明书，称计划投资 18 亿美元用于

开发至少两台新的百亿亿次级（Exascale）超级计算机，以寻求美国在高性

能计算领域的领导地位。（ofweek 电子工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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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动态 

4.1 股价表现 

本周电子板块，周涨幅前三的个股为智动力、丹邦科技、华体科技，涨幅分别

为 13.18%、12.30%和 12.03%。跌幅前三的个股分别是森霸股份、劲胜智能、

坚瑞沃能，跌幅分别为 19.33%、16.25%和 15.86%。 

 

表格 2. 涨跌幅前十（%）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300686.SZ 智动力 13.18 300701.SZ 森霸股份 -19.33 

002618.SZ 丹邦科技 12.30 300083.SZ 劲胜智能 -16.25 

603679.SH 华体科技 12.03 300116.SZ 坚瑞沃能 -15.86 

300303.SZ 聚飞光电 10.16 600074.SH ST 保千里 -14.00 

002859.SZ 洁美科技 9.90 300502.SZ 新易盛 -13.81 

300708.SZ 聚灿光电 9.22 300390.SZ 天华超净 -12.04 

002217.SZ 合力泰 8.14 300613.SZ 富瀚微 -11.54 

300183.SZ 东软载波 7.89 300661.SZ 圣邦股份 -10.68 

300394.SZ 天孚通信 7.63 002076.SZ 雪莱特 -10.54 

002660.SZ 茂硕电源 7.38 300657.SZ 弘信电子 -10.47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川财证券研究所 

 

4.2 公司公告 

三雄极光（300625）：公司发布 2018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8 年一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38-383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 35%-

65%。 

蓝思科技（300433）：公司发布 2018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8 年一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823-1102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60%。 

环旭电子（601231）：公司 2018 年 3 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0.5 亿元，较

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下降 7.52%，较 2 月合并营业收入环比增长 20.51%。 

超声电子（000823）：公司发布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2018 年第一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56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0%-99%。由于

报告期内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大，导致公司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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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造成公司总体盈利水平下降. 

 

风险提示 

行业景气度不及预期 

电子行业景气度下滑，可能会带来全行业需求疲软 

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格局的影响 

技术创新可能会使得原有的产业格局发生变化，甚至淘汰部分传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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