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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聚焦： 

澜起科技已提交 IPO 辅导备案 

1 月 21 日，证监会发布了澜起科技辅导备案基本情况表，显示澜起

科技已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与中信证券签署辅导协议并进行辅导备案。

澜起科技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27 日，主营业务为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

域提供以芯片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在内存接口芯片领域深耕十多年，是

全球唯一可提供从 DDR2 到 DDR4 内存全缓冲/半缓冲完整解决方案的

供应商。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华西股份持有澜起科技 2.11%股权。（来源：

摩尔芯闻） 

 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下降 1.18%、深证成指下降 1.44%、中小板指下降

1.41%、创业板指下降 1.77%、上证 50 下降 1.28%、沪深 300 下降 1.33%。

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下降 1.01%，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7 位。 

 投资建议 

5G 商用、汽车电子化程度提升等加速高频、高速、多层 PCB 产品的市

场需求，同时环保政策提升行业集中度，智能化产线将助推 PCB 成本得

到进一步控制，未来 PCB 板块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建议关注通信

业务占比较高的 PCB 企业；消费电子板块中，5G 商用将带动 Massive 

MIMO 的升级以及 LCP 天线和 LDS 天线的推广，未来天线 ASP 将显著

提升，助推相关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建议关注手机射频前端器件以及手

机天线生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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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点聚焦 

澜起科技已提交 IPO 辅导备案 

1 月 21 日，证监会发布了澜起科技辅导备案基本情况表，显示

澜起科技已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与中信证券签署辅导协议并进行辅导

备案。澜起科技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27 日，主营业务为为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领域提供以芯片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在内存接口芯片领域深耕

十多年，是全球唯一可提供从 DDR2 到 DDR4 内存全缓冲/半缓冲完

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华西股份持有澜起科技

2.11%股权。（来源：摩尔芯闻） 

二、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下降 1.18%、深证成指下降 1.44%、中小板指下降

1.41%、创业板指下降 1.77%、上证 50 下降 1.28%、沪深 300 下降

1.33%。 

图 1 昨日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下降 1.01%，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7

位。申万一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为房地产（-0.41%）、纺织服装

（-0.62%）和化工（-0.74%），后三位为医药生物（-1.70%）、综合

（-1.71%）和钢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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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一览（%）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A 股电子板块个股方面，期间股价上涨幅度较大的有海航科技

（10.14%）、华正新材（10.03%）、兴瑞科技（10.01%）、英飞特（9.97%）、

丹邦科技（9.97%）。期间股价涨幅后五的有 GYQ 视讯（-3.59%）、锐

科激光（-3.95%）、科恒股份（-4.05%）、盈方微（-4.74%）、飞荣达

（-4.88%）。其中海航科技上涨系海航概念股集体异动；兴瑞科技上

涨系公司公布分红公告，每 10 股派息 3 元并转增 6 股；英飞特上涨

系公司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同比 160%-190%。 

图 3 昨日个股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昨日重点公司公告梳理 

从公司公告来看，合力泰发布业绩预告，预期公司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 20%-50%。 

表 1 昨日电子行业公司动态 

公司简称 代码 事件 内容 

和而泰 002402 业绩预告 预期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0%-50%，盈利 1,372.44 万元-26,715.56 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四、投资建议 

5G 商用、汽车电子化程度提升等加速高频、高速、多层 PCB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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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市场需求，同时环保政策提升行业集中度，智能化产线将助推

PCB 成本得到进一步控制，未来 PCB 板块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

建议关注通信业务占比较高的 PCB 企业；消费电子板块中，5G 商用

将带动 Massive MIMO 的升级以及 LCP 天线和 LDS 天线的推广，未

来天线 ASP 将显著提升，助推相关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建议关注手

机射频前端器件以及手机天线生厂商。 

五、主要风险因素 

（1）5G 商用不及预期。 

（2）中美贸易摩擦引发通信设备商供应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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