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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20190522） 

 板块表现 

代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 代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 

000300.SH 沪深 300 3649 -0.47 399001.SZ 深证成指 9041 -0.51 

000001.SH 上证综指 2892 -0.49 399006.SZ 创业板指 1489 -0.34 

川财 信息科技 9942 -0.45       

 指标跟踪 

品种 单位 数值 日变动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费城半导体指数 点 1374.21  2.13% -6.95% -11.69% 19.77% 

台湾半导体指数 点 161.95  1.32% -6.63% -7.91% 7.21% 

台湾计算机及设备指数 点 89.04  -0.36% -2.13% -6.02% 7.78% 

台湾光电指数 点 36.15  0.17% -7.00% -12.26% 10.82% 

DRAM价格 美元 1.58  -0.57% -2.59% -5.96% -38.56% 

NAND Flash 价格 美元 2.38  -1.61% -6.71% -6.93% -12.22% 

数据来源：Wind，DRAMexchange，川财证券研究所，因时差原因海外数据选取前一交易日数值 

指标/当月值 单位 2019-03 同比/% 累计/% 2018-12 同比/% 累计/% 

集成电路产量 亿块 138  (3.89

) 

(3.89) 144  (5.76) 39.90  

电子计算机产量 万台 3038  0.89  0.89  3011  (7.77) 3.01  

智能手机产量 万台 10599  (13.0

9) 

(13.09) 12195  (9.97) 5.59  

通信基站设备 万信道 5132  (2.61

) 

(2.61) 5269  5.64  32.20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 - - 7712  7.33  274.4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信部，川财证券研究所 

 

 川财观点 

【计算机】受政策规划及行业内的需求促发，医疗行业信息化景气度持续上升。

预计 2016-2021年医疗信息化产业的市场增速将维持在 21%左右，到 2021 年或

将突破千亿元。同时在需求和政策的催化下，智慧医院、电子病历、医技、信

息平台、分级诊疗系统以及大数据分析、云平台等高阶产品也有望在 2020 年

出现质变。医保局的成立，加速推进了“三保合一”及医保控费支付方式的改

革，医保主导时代有望到来。 

 

 行业动态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公

告，在 2018 年 12月 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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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至期满为止。（财政部）  

2．高通宣布打造全新的骁龙 5G笔记本产品，开创性地将骁龙第二代 X55 5G

调制解调器应用于骁龙 8cx 计算平台，为骁龙笔记本带来 5G网络的高速连接

和始终在线的全互联 PC 连接特性，为传统笔记本产业注入 5G 能力，开启全

互联 PC 笔记本的 5G 时代。（全球半导体观察） 

3．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将在 6 月 27 日前决定是

否批准美国科技巨头 IBM 以 340 亿美元价格收购软件公司红帽的交易。这是

IBM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案，将帮助该公司扩展到基于订阅的软件产品领

域。红帽成立于 1993 年，专注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开发。Linux 操作系统是

最流行的一种开源软件，是微软专有软件的替代品。（Techweb） 

4. 据路透社消息，射频芯片制造商 Qorvo当地时间周二表示，将按照美国政府

的指令，停止向华为发货。由于出货量停止，Qorvo 预计第一季度收入约 5000

万美元。该公司表示无法预测何时可以恢复出货。2015 年初，两家领先的 RF

解决方案供应商 RFMD 与 TriQuint 宣布合并，成立全新的公司 Qorvo。Qorvo

目前拥有两大产品线，移动产品和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产品包括滤波器、天线

控制器和开关等，主要针对蓬勃增长的智能手机市场。基础设施产品线面向无

线网络、光网络和小基站，以及航空航天和国防应用。（C114网） 

  

 公司要闻 

中富通（300560）：公司预中标“2019-2020 年中国联通广西宽带维护、集客响应、

网管监控、宽带装移机综合代维服务采购公开招标项目”，中标金额为 1.36 亿元。 

光库科技（300620）：公司发布 201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035.3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 

富通鑫茂（000836）：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其 51%股权，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份；天津长飞鑫茂光缆有

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80%股权，长飞光纤持有其 20%股权。长

飞公司拟通过减资方式退出其在光纤公司、光缆公司的全部股权，本次减资完成后，

光纤公司、光缆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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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