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年行业指数走势 

 
-34%

-26%

-17%

-9%

0%

9%

17%

26%

2018-06 2018-10 2019-02 2019-06

计算机 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 

行
业
周
报 

公
司
研
究  

 

财
通
证
券
研
究
所 

 

投资评级:增持(维持) 

 

 

2019 年 06 月 11 日 

科创板双周报 
 

计
算
机
软
件
与
服
务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计
算
机 

投资要点： 

 科创板 6 家公司获批首发上市。 

6 月 5 日和 6月 11 日微芯生物、天准科技和安集科技 3 家公司和福光股

份、华兴源创和睿创微纳 3 家公司分别了接受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第一

次和第二次审议，全部获批通过首发上市，其中首批三家公司在 6 月 10

日顺利提交证监会发行注册，根据制度安排，后续拿到注册批文后，申

报企业将进入询价发行阶段，询价结果满足条件才能挂牌上市。  

 科创板绝大多数公司已获问询。 

据上交所 5 月 31 日披露的科创板项目动态，截至本周五 11 时，经履行

对企业申请文件齐备性、中介机构资质等的核对程序，上交所共对 112

家企业作出受理决定，其中 94 家进入已问询状态。 

分行业看，电子行业 16 家公司中 1 家中止审计，1 家待上会，4 家公司

已第二次回复，3 家处于问询，1 家已回复，1 家处于受理状态；通信行

业 15家公司中 11家公司处于已回复状态，多数处于二轮回复以上状态，

4 家公司处于问询状态；计算机行业 24 家公司中，23 家公司处于问询

状态，1 家处于受理状态；医药行业 27 家公司中 1 家已过会，1 家已中

止审查，19 家已回复状态，4 家处于受理状态；新材料 20 家公司中，1

家过会，1 家中止，1 家已受理，其余在问询状态。 

 网下打新账户门槛提高。 

中国证券报报道，上交所网站 6月 8 日发布通知显示，首届科创板自律

委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促进科创

板初期企业平稳发行行业倡导建议》，主要内容包括，建议除科创主题

封闭运作基金与封闭运作战略配售基金外，其他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账户持有市值门槛不低于 6000 万元，安排不低于网下发行股

票数量的 70%优先向六类中长线资金对象配售。建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低于 8000万股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足 15亿元的企业通过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 

风险提示：科创板推出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恶化；下游需求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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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创板最新资讯 

 3 家科创板企业过会  

上交所 6 月 5 日下午召开科创板上市委 2019 年第一次审议会议，三家上会

企业微芯生物、安集科技、天准科技全部获得审核通过。接下来，按照科创

板上市流程，交易所将向证监会报送审核意见。根据制度安排，科创板的发

行上市审核要经过受理、审核问询、上市委审议、证监会注册、发行上市等

5 个环节。（上交所） 

 科创板注册制已步入冲刺阶段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已

进入冲刺阶段，这项改革不仅会在关键制度创新上实现突破，还将成为改革

的试验田，进而带动资本市场的全面深化改革。（央视新闻） 

 科创板自律委：建议网下打新账户持有市值门槛不低于 6000 万元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上交所网站 6 月 8 日发布通知显示，首届科创板自律委

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促进科创板初期

企业平稳发行行业倡导建议》。 

主要内容包括，建议除科创主题封闭运作基金与封闭运作战略配售基金外，

其他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持有市值门槛不低于 6000 万元，

安排不低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70%优先向六类中长线资金对象配售；建议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抽取六类中长线资金对象中 10%的账户承诺上市之日起锁

定 6 个月；建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低于 8000 万股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足

15 亿元的企业通过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不进行战略配售等；建议

对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收取的经纪佣金费率由承销商在 0.08%至 0.5%

的区间内自主确定。（中国证券报） 

 中证协发布《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据中国证券网报道，中国证券业协会 5 月 31 日消息，中证协发布《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从四个方面加强科创板网下投资

者自律管理。一是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注册为科创板网下投资者的具体条件。

要求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二是加

强网下投资者行为规范。对网下投资者询价前准备、报价原则、拟申购数量

上限等操作环节做出具体要求，并明确了网下投资者负面行为清单。三是强

化证券公司推荐责任。要求证券公司应对其推荐的科创板网下投资者及配售

对象审慎核查，充分发挥“看门人”作用。四是加强对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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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罚力度。加大违规成本，形成长效防范机制。（中国证券网） 

2、 电子行业动态 

2.1  科创板申报企业动态 

截至 6 月 11 日，已申报的科创板电子相关公司共有 13 家，其中处于已问询状态

的有 3 家，处于已受理状态的有 1 家，处于中止审查状态的有 1 家，处于待上会

状态的有 2 家，处于已回复状态的有 6 家。列表如下： 

表 1：已申报电子制造相关行业公司列表 

公司名称 最新公告日 审核状态 所属行业 注册地 主要关注点 

清溢光电 2019-05-24 已受理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广东省 

公司主要从事掩膜版的研发、设计、生

产和销售业务，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

最大的掩膜版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产品

主要应用于平板显示、半导体芯片、触

控、电路板等行业，是下游行业产品制

程中的关键工具。 

有方科技 2019-06-04 已问询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广东省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M2M物联网无线通信

产品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提

供专业的 LTE、WCDMA、EVDO、GPRS、

CDMA1X、短距无线等多种通讯制式的工

业模块产品以及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 

八亿时空 2019-06-03 已问询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北京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TN、STN、TFT 型

液晶显示材料以及 PDLC智能薄膜、OLED

液晶显示材料以及特殊用途液晶材料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映翰通 2019-05-06 已问询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北京 

公司是知名的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以

及物联网领域“云+端”整体解决方案

的提供商，主营产品包括工业无线路由

器、无线数据终端、边缘计算网关、工

业以太网交换机等工业物联网通信产

品，以及智能配电网状态监测系统、智

能售货控制系统等物联网创新解决方

案。 

九号智能 2019-05-12 中止审查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北京 

公司是专注于智能短交通和服务类机

器人领域的创新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

各类智能短程移动设备的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及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

公司产品已形成包括智能电动平衡车、

智能电动滑板车、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品

类丰富的产品线。 

视联动力 2019-05-15 已回复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北京 

公司是一家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

研发通信协议、具有领先市场地位的高

清视频通信企业,公司产品及服务可以

广泛应用于视频会议、视频融合、应急

指挥、示范教学、信息发布、视频点播、

视频直播等多种单一或复杂场景。 

杰普特 2019-06-05 已回复 计算机、通 广东省 公司是中国首家商用“脉宽可调高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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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脉冲光纤激光器(MOPA 脉冲光纤激光

器)”生产制造商和领先的光电精密检

测及激光加工智能装备提供商。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激光器以

及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光电相

关器件精密检测及微加工的智能装备。 

威胜信息 2019-05-28 已回复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湖南省 

公司是聚焦于智慧公用事业领域的物

联网综合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

务产品包括电监测终端、水气热传感终

端、通信网关、通信模块以及电、水、

气、热等智慧能源管理、智慧消防、智

慧路灯等应用管理系统。 

乐鑫科技 2019-06-10 待上会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上海 

公司是物联网 Wi-Fi解决方案专业供应

商，专注于物联网 Wi-Fi MCU 通信芯片

及其模组的研发、设计及销售。公司主

要产品 Wi-Fi MCU 是智能家居、智能照

明、智能支付终端、智能可穿戴设备、

传感设备及工业控制等物联网领域的

核心通信芯片。 

传音控股 2019-05-28 
已回复

(第二次)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广东省 

公司是一家以手机为核心的智能终端

的设计、研发、生产及品牌运营的高新

技术企业，业务集中在非洲、南亚、东

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2018 年手机出货

量全球市场占有率 7.04%，排名第四；

非洲市占率 48.71%，排名第一；印度市

占率 6.72%，排名第四。 

新光光电 2019-05-23 
已回复

(第二次)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黑龙江

省 

公司专注于提供光学目标与场景仿真、

光学制导、光电专用测试和激光对抗等

方向的高精尖组件、装置、系统和解决

方案。产品主要用于军队和军工集团科

研院所进行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和测

试工作。 

光峰科技 2019-06-10 待上会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广东省 

公司主营业务为激光显示产品及系统

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有立足于 ALPD 荧

光激光显示技术的激光光学引擎和激

光投影整机。公司激光电影放映机光源

国内市占率约 60%，激光电视光机市占

率超 30%，激光商教投影机光机市占率

约 28%。 

国盾量子 2019-06-06 
已回复

(第二次)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安徽省 

公司主要从事量子通信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产品包括量子保

密通信网络核心设备、量子安全应用产

品、核心组件以及管理与控制软件四大

门类。 

数据来源：上交所，财通证券研究所 

2.2  消费终端 

2.2.1  智能手机 

 苹果 WWDC2019 汇总：各个系统升级、两款新硬件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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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3 日上午，苹果 WWDC 2019 开发者大会正式举行。期间，苹果

对旗下各个平台的操作系统进行了升级，硬件部分还带来了新一代 Mac Pro

和 Pro Display XDR 显示器两款产品。 

操作系统升级包括：watchOS 6 新增手表专用应用商店、tvOS 加入多用户支

持、iOS 13 终于迎来“黑暗模式”、 iPadOS 迎来更新，可支持外置存储设备、

macOS 新版本发布 iTunes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环球网科技） 

2.2.2  智能穿戴 

 小米推手环 4大升级，台系链乐 

智能手环领导厂小米将在明（11）日发表小米手环 4，较前一代大幅升级，

由于小米手环价格亲民，可望带动智能穿戴新一波销售热潮，有利广达

（2382）、英业达、仁宝等穿戴装置概念股营运表现。 

小米董事长雷军在微博透露，小米手环 4将有大幅升级，包括荧幕增大 39.9%，

还有五颜六色的个性化表面。外传新的小米手环 4，除了有彩色 OLED 屏幕，

还有更大的电池容量，另外也将增加智能语音助理功能。 

根据 IDC统计，今年首季全球穿戴式装置出货量达 4,960万支，年增 55.2%，

其中有 63%是腕戴式穿戴装置。在腕戴式装置部分，小米排名第一，首季手

腕穿戴设备出货量 530 万支、市占率 10.7%，苹果约 460 万支居次，三到五

名依序为华为、Fitbit、三星。而排名第一的小米，主要的穿戴产品就是小

米手环，此次新品发表后预料很快在全球市场上市，将有助智能穿戴装置销

量提升。 

台股中的智能穿戴概念股除了广达、英业达、仁宝，还包括日月光、美律、

晶技、景硕、TPK-KY、嘉联益、南电等。（经济日报） 

2.3  泛半导体 

2.3.1  半导体 

 台积电 5 月营收月增 7.7% 本季财测不因华为事件改变 

台积电 10 日公布 5 月营收，804.37 亿元新台币（单位下同），月增 7.7%，

比去年同月微幅下滑 0.7%，大致符合法人预期，5 月优于 4 月，但比去年小

幅下滑趋势看法。 

台积电累积今年前 5 个月营收 3738.35 亿元，年减 9%。尽管面临华为事件，

不过公司维持依法出货态度，并未修正本季财测，台积电此前预估第 2 季营

收介于 75.5 亿元到 76.5 亿美元（约折合新台币 2329亿元到 2360亿元），

以此推估，6 月营收若落在 778 亿元到 809 亿元间，财测目标即可达成。 

台积电 5 日召开股东会，董事长刘德音对于未来展望曾回应，高端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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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不好，影响台积电上半年营运较弱，但预期下半年将比上半年好，且比

去年下半年好。（芯科技） 

 200 亿元大项目落地江西赣州，一期建设 8 英寸功率晶圆生产线 

6 月 6 日，江西赣州经开区与名芯有限公司（香港）、电子科技大学广东电

子信息工程研究院签订三方合作框架协议，总投资 200 亿元的名芯半导体项

目落户赣州经开区。 

据中国江西网报道，该项目总投资规模 200 亿元，分为二期建设，一期投资

60 亿元，建设一条 8 英寸功率晶圆生产线；二期投资 120-140 亿元，规划

建设第三代 6/8 英寸晶圆制造生产线或 12 英寸硅基晶圆制造生产线。两期

项目达产达标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100 亿元以上。项目涉及的产品类型包括

IGBT、功率 MOS、功率 IC、电源管理芯片等，覆盖全球功率器件领域全部类

别中 80%品种。同时，项目规划建设与晶圆关联的封测工厂、IC 设计公司、

微电子研究院等三个项目。（爱集微） 

2.3.2  led/oled/microled/minioled 

 EOSRL 实现 Micro LED 芯片巨量转移技术重大突破 

据悉，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下属的电子与光电子系统研究实验室

（EOSRL）日前宣布，在 Micro LED 芯片巨量转移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EOSRL 总监 Wu Chih-i 表示，多年来，EOSRL 一直在通过与 LED 驱动 IC 设计

公司聚积科技和 Micro LED显示器制造商 PlayNitride合作，进行 Micro LED

巨量转移技术的研发。因为 Micro LED 技术的商业应用取决于产量和巨量转

移效率是否足够高，以使产品成本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一些 Micro LED 制

造商声称在巨量转移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事实上，他们的巨量转移过程耗时

太长，以至于商业化的成本太高。 

Wu 指出，EOSRL 能够在一小时内巨量转移多达 10,000 个 Micro LED，并将

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开始试生产。此前在 5 月 14 日至 16 日举行的 SID 展示

周上，EOSRL 就展示了将 Micro LED 巨量转移到 PCB、PI（聚酰亚胺）和玻

璃基板上的技术。 

聚积科技表示，基板材料的选择取决于 Micro LED 的应用，玻璃基板适用于

电视和智能手机，PCB 基板适用于大尺寸 Micro LED 显示屏，硅晶圆则是适

用于头戴式智能设备显示器。（OFweek 半导体照明网） 

 中国政府补贴削减 大陆 LED 产商利润下滑 

据业内人士称，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大幅削减了对国内 LED 企业的补贴，将补

贴重点从 MOCVD 设备的采购转移到了技术研发创新和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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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政府在 2017年至 2018年间对行业的补贴，许多中国 LED芯片产商，

无视市场需求，大肆扩大产能，导致了 LED 芯片产能严重过剩以及供过于求

的趋势。因此，一线中国 LED 芯片制造商在 2018 年的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OFweek 半导体照明网） 

2.4  基础元器件 

2.4.1  PCB 

 日本 PCB产业疲态尽显，产量连续 4个月下滑 

集微网消息，去年，在全球 PCB 产业排名方面，中国大陆以 23%的市占率挤下日

本，跃升为全球第二；第一仍然为台湾，市占率为 31.3%。 

据了解，由于全球 PCB 制造重心在台湾和中国大陆，日本 PCB 制造的产值持续遭

到压缩，日厂思考结构转型，抱持订单宁缺勿滥的心态，将扩张重点放在材料和

设备。 

5 月 28 日，根据日本电子回路工业会(Japan Electronics Packaging Circuits 

Association；JPCA)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3 月份日本印刷电路板

产量较去年同月下滑 13.1%至 108.3 万平方米，连续第 4 个月呈现下滑；产额萎

缩 9.6%至 374.27 亿日元，连续第 3 个月呈现下滑。 

就种类来看，3 月份日本硬板(Rigid PCB)产量较去年同月下滑 6.9%至 81.5 万平

方米，连续第 4 个月陷入萎缩；产额下滑 3.2%至 265.23 亿日元，结束连 17 个

月增长态势。 

软板(Flexible PCB)产量大减 32.6%至 19.7 万平方米，连续第 22 个月萎缩；产

额骤减 43.5%至 24.31 亿日元，连续第 8 个月呈现下滑。 

模组基板(Module Substrates)产量下滑 9.3%至 7.1 万平方米，5 个月来首度陷

入萎缩；产额下滑 12.9%至 84.73 亿日元，连续第 8 个月呈现下滑。 

累计 2019 年第一季度期间，日本 PCB 产量较去年同期下滑 8.7%至 326.3 万平方

米，产额下滑 7.4%至 1,090.36 亿日元。其中，硬板产量下滑 3.4%至 244.1 万平

方米、产额下滑 0.5%至 759.82 亿日元；软板产量下滑 27.3%至 61.3 万平方米、

产额下滑 35.0%至 88.32 亿日元；模组基板产量成长 2.4%至 20.9 万平方米、产

额下滑 12.8%至 242.22 亿日元。（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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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机行业动态 

3.1  科创板申报企业动态 

截至 6 月 11 日，已申报的科创板计算机相关公司共有 24 家，其中处于已问询状

态的有 23 家，处于已受理状态的有 1 家。列表如下： 

表 2：已申报科创板计算机行业相关公司列表 

公司名称 最新公告日 审核状态 细分板块 注册地 主要关注点 

普元信息 2019/6/3 已受理 云计算 上海 

软件基础平台提供商，面向金融、政务、能

源、电信、制 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

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云应用平台、大数

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 

安恒信息 2019/6/10 已问询 信息安全 浙江 

提供涉及应用安全、大数据安全、云安全、

工业控制安全及工业互联网安全等领域的

网络信息安全服务 

山石网科 2019/6/10 已问询 信息安全 江苏 
提供包括边界安全、云安全、数据安全、内

网安全在内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 

卓易科技 2019/6/9 已问询 云计算 江苏 
云计算设备核心固件BIOS固件及BMC固件；

提供政企云服务及物联网云服务 

优刻得 2019/6/9 已问询 云计算 上海 
专注于云主机，提供从公有云、私有云到混

合云等多种模式的 IT 架构解决方案 

虹软科技 2019/6/9 已问询 人工智能 浙江 

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物联网（IoT）等

智能设备提供一站式视觉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 

罗克佳华 2019/6/9 已问询 大数据 北京 物联网解决方案和物联网大数据服务 

金山办公 2019/6/5 已问询 新兴软件 北京 
主要从事 WPS office 办公软件产品及服务

的设计研发及销售推广 

连山科技 2019/6/4 已问询 信息安全 北京 
基于自主可控的“数据粒子化”信心安全核

心技术体系 

海天瑞声 2019/6/3 已问询 大数据 北京 
面向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等三

大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数据资源服务 

当虹科技 2019/5/29 已问询 人工智能 浙江 
向传媒文化和公共安全等行业提供智能视

频解决方案和视频云服务 

龙软科技 2019/5/29 已问询 大数据 北京 

以自主研发的专业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为基

础，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为煤炭工业的安全生产、智能开采提供工业

应用软件及全业务流程信息化整体解决方

案 

柏楚电子 2019/5/27 已问询 新兴软件 上海 
为激光切割设备制造商提供以激光切割控

制系统为核心的各类自动化产品 

航天宏图 2019/5/27 已问询 新兴软件 北京 

专注于卫星应用软件国产化、行业应用产业

化、应用服务商业化，为政府、军队、企业

提供基础软件产品、系统设计开发和数据分

析应用服务 

中科星图 2019/5/24 已问询 大数据 北京 
面向国防、政府、企业、大众等用户提供数

字地球产品和技 术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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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安嘉新 2019/5/24 已问询 信息安全 北京 
提供基于互联网和通信网的网络信息安全

综合方案及服务 

博拉网络 2019/5/23 已问询 大数据 重庆 

通过“大数据+技术产品+应用服务”的业务

模式，为企业客户提供技术开发服务和大数

据应用服务 

安博通 2019/5/23 已问询 信息安全 北京 
网络安全核心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以及

相关技术服务 

宝兰德 2019/5/20 已问询 新兴软件 北京 
中间件软件（应用服务器软件、交易中间件、

消息中间件） 

致远互联 2019/5/17 已问询 云计算 北京 
提供协同管理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协同管

理平台及云服务 

凌志软件 2019/5/10 已问询 新兴软件 江苏 

主要面向日本客户提供软件开发服务，同时

为国内证券业提供金融软件解决方案，核心

业务为提供金融科技领域的技术和产品解

决方案 

白山科技 2019/4/24 已问询 云计算 贵州 
主要为客户提供云分发、云安全及数据应用

集成等相关产品及服务 

安恒信息 2019/6/10 已问询 信息安全 浙江 
网络信 息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并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网络信息安全服务 

卓易科技 2019/6/9 已问询 云计算 江苏 

专注于“自主、安全、可控”的云计算业务，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 计算设备核心固件

(BIOS、BMC)技术以及云平台技术，为云计

算设备厂商、 政企等客户提供 BIOS、BMC 

固件开发以及云服务 
 

数据来源：上交所，财通证券研究所 

3.2  人工智能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床“泰”在深圳发布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床“泰”，5 月 31 日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该实

验床提供人工智能芯片和系统等基础环境，是面向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与应用验

证的大型试验装置。人工智能实验床“泰”由国际测试委员会联合中科院、国家

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中国计量科学院、寒武纪、中国开放指令生态联盟、中科云

达、工信部中国软件评测中心、阿里巴巴、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外单位建设，国

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和北京尖峰新锐信息科技研究院负责运维管理。（中新网） 

 京东 10.6亿摘得东莞凤岗地块建京东智谷 

6 月 3 日，澎湃新闻记者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看到，广东京东都市智能产

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竞得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的 2019WT034 号建

设用地使用权，成交价格为 10.63 亿元。 

据《东莞日报》报道，2019WT034 号建设用地将被命名为“京东智谷”。将依托

京东的产业资源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打造

智能产业创新科技中心、产业研发中心、智能制造总部基地和企业创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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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发展成为自主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促进转型升级的示范性园区。项目建成

后预计可实现 1000 家京东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和 1500 家配套企业的聚集，年综合

产值约 280 亿元，税收近 25 亿元。报道称，京东智谷将规划建设 180 万平方米

产业新城。（澎湃新闻） 

3.2.1  金融领域 

 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在北京启动建设 

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19 金融街

论坛年会 30 日在北京举行。2019 年 1 月，国务院在《关于全面推进北京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提出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

这标志着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战略。据介绍，

“金科新区”涵盖中关村西城园 10 平方公里政策区范围。其中，核心区包括北

展地区约 30 万平方米空间，将重点布局监管科技、金融科技、风险管理、金融

安全和支撑金融科技的创新型专业服务。（中新网） 

 成都高新区打造西部金融科技创新孵化中心 

作为全国首批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地区，成都高新区已走在发展科技金融产

业前列。今年，成都高新区在科技金融产业发展上又有提能升级大动作。 

6 月 6 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成都高新区正全力打造科技金融大厦(盈创

动力二期)，招商工作日前已全面启动。据悉，科技金融大厦将承担银行、保险、

证券等金融机构和资源聚集、科技金融创业企业孵化等功能，是成都高新区科技

金融服务品牌“盈创动力”的 2.0 版本，未来将打造中国西部极具影响力的科技

金融高地。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金融大厦只是成都高新区科技金融产业聚集谋

划的一部分。从“一楼”到“一街”再到“一区”，成都高新区相继规划“科技

金融大街”和“新金融街区”，布局金融核心聚集区域，预计到 2023 年，这里的

新金融街区将聚集各类金融机构上千家，聚集资金规模超 1 万亿元。（四川在线） 

3.2.2  汽车领域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启用，面向智能汽车等领域 

5 月 31 日，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在上海嘉定正式启用。国家智

能传感器联合实验室是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依托创

新中心自主研发的传感器关键共性技术和领军企业的先进器件方案，开发多传感

器数据融合系统，为技术创新和标准化提供实验环境。（澎湃新闻） 

 发改委：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 

6 月 6 日，发改委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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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的通知。通知提到，各地区部分应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

智能化、绿色化，积极发展绿色智能家电，加快推进 5G 手机商业应用，加强人

工智能、生物信息、新型显示、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手机上的融合应用。

加快新一代车用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性，逐步实现

电池平台化、标准化，降低电池成本。引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推广新能源汽车

电池租赁等车电分离消费方式，降低购车成本。（凤凰网） 

3.2.3  医疗领域 

 甘肃省“5G+”智慧医疗实现首次应用，省中医院直播示教微创手术” 

5 月 29 日下午，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依托省远程医学信息平台，运用电信 5G 网

络技术开展了全省首例 5G 手术远程示教活动，并向远程医学平台对接的多个省

内医疗机构推送收看。此次直播示教是由市政府、 省卫健委、省中医院、甘肃

电信在 5G+智慧医疗战略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全省在 5G+智慧医疗行业的首例

应用。（兰州日报） 

3.3  云计算  

3.3.1  IAAS 

 Synergy 发布第一季度数据 

Synergy 研究集团新发布的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国云提供商在亚太区排行

榜中占据重要地位。虽然 AWS 在该地区稳居头把交椅，但六强中有三家是中

国公司。阿里巴巴、腾讯和光环新网（AWS）都在亚太区领导者排行榜上占

有一席之地，而百度差点跻身六强。中国云提供商亚太区公共云市场总共占

有 40%的份额。中国公司的强劲表现主要得益于在本土市场的地位。 

中国排名前六的都是本土云提供商（说明：实际光环新网即 AWS），华为和

金山也进入十强。在亚太区其余地区，前三大公司体现了亚马逊、微软和谷

歌的全球领导者排名。但中国公司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阿里巴巴在亚

太区的几个国家已站稳了脚跟，现在是亚太区（不包括中国）的第四大公共

云提供商。腾讯也开始向本土市场之外的市场发展。（Synergy 研究） 

3.3.2  PAAS 

 阿里云发布企业级云灾备解决方案 

5 月 29 日，阿里云发布企业级云灾备解决方案：为制造、金融、医疗等企业提

供一键容灾能力，例如业务恢复、数据保护和网络自愈，最大程度保护本地和云

上业务稳定运行，此外，云上灾备成本相对传统线下节省 50%。据第三方数据显

示，到 2020 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 40ZB，灾备是保障数据和业务安全的

关键一环。而传统灾备高成本、高浪费、低利用率，且建设时间长，对运维人员

要求极高，云灾备成大势所趋。Gartner 预计，到 2020 年，90%的容灾操作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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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云端。（DoNews） 

 SAP 证实其云平台今年 9月将落地阿里云 

在首届 SAP 中国云大会上，德国老牌软件企业 SAP 宣布 SAP Commerce Cloud（电

商云）正式落地中国。SAP 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总经理李强透露，SAP 的云平

台将于今年 9 月落地阿里云。（第一财经） 

3.4  区块链 

 百度超级链区块链底层技术正式开源 

百度超级链官方宣布，百度自研底层区块链技术 XuperChain 正式开源。并表示，

XuperChain开源只是第一步，未来，百度将有计划地开放更多百度超级链（XUPER）

核心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XuperChain 是百度超级链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底层技

术，拥有链内并行技术、可插拔共识机制、一体化智能合约等多项国际领先技术。

（证券日报） 

 京东数字科技推出首个区块链 ABS 标准化解决方案 

6 月 6 日，京东数字科技资管事业部基于京东智臻链 JD BaaS 平台，推出首个区

块链 ABS 标准化解决方案，中信证券、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奋迅律师事务所、中

诚信评级等机构成为首批使用该方案的机构。该方案能帮助资产方、计划管理人、

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托管行等 ABS 业务参与机构优化业务流

程，节约时间成本，提升 ABS 发行业务效率。（中国证券报） 

3.5  美国巨头的动向 

3.5.1  微软 

 Windows 10 大进化：微软正式宣布将打造一款 Modern OS 

北京时间 5 月 29 日，在 Computex 2019（台北电脑展）上，微软公司也举办

了一场盛大的 Keynote，其中，微软公司负责消费者和设备销售业务、操作系统

平台业务、IoT 销售业务的几位高管登台，重点介绍了微软在 Intelligent Edge 

创新和机会，其中自然少不了为基于 Windows 10 平台的合作伙伴们站台。一个

不可忽视的亮点是，微软官方宣布了它对未来操作系统的愿景，并成为之 Modern 

OS。（雷锋网） 

3.5.2  谷歌 

 谷歌云计算业务斥资 26 亿美元收购数据分析商 Looker 

6 月 7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网页搜索巨头谷歌表示，将以 26 亿

美元现金收购非上市的大数据分析公司 Looker，这是谷歌云计算业务新任

首席执行官托马斯·邱瑞安(ThomasKurian)实施的首次重大收购。 

总部位于加州圣克鲁斯的 Looker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目前雇佣了约 8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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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该公司在历史上累计筹集了 2.81 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去年最近一轮

融资中的估值为 16 亿美元。（钛媒体） 

4、 通信行业动态 

4.1  科创板申报企业动态 

截至 6 月 11 日，已申报的科创板通信相关公司共有 15 家，其中处于已问询状态

的有 4 家，处于已回复状态的有 11 家。列表如下： 

表 3：已申报科创板通信行业相关公司列表 

公司名称 最新公告日 审核状态 所属行业 注册地 主要关注点 

国盾量子 2019/6/6 
已回复（第二

次） 
信息网络产业 合肥 

全球极少数具有大规模量子保

密通信网络设计、供货和部署

全能力的企业。 

鸿泉物联 2019/5/24 
已回复（第二

轮） 

卫星及应用产

业 
浙江 

主要产品包括代表智能化技术

路径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和代

表网联化技术路径的智能增强

驾驶系统，人机交互终端，车

载联网终端。 

交控科技 2019/6/5 
已回复（第三

轮） 
轨道交通装备 北京 

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BTC技

术为核心，专业从事城市轨道

交通信号系统的研发、关键设

备的研制、系统集成以及信号

系统总承包。 

世纪空间 2019/6/10 
已回复（第四

轮） 

卫星及应用产

业 
北京 

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与国际技术

领先的卫星系统研建机构合作

并自主拥有和独立运控商用遥

感卫星系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 

中科星图 2019/5/24 
已回复（第二

轮） 

云计算与大数

据 
北京 

主营业务是面向国防、政府、

企业、大众等用户提供数字地

球产品和技术开发服务。主要

产品包括GEOVIS数字地球产

品。 

乐鑫科技 2019/6/3 
已回复（第三

轮） 

新兴软件和新

型信息技术服

务 

上海 
公司在物联网Wi-Fi MCU芯片领

域公司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 

威胜信息 2019/5/28 已回复 信息网络产业 湖南 

公司是聚焦于智慧公用事业领

域的物联网综合应用解决方案

提供商 

恒安嘉新 2019/5/24 
已回复（第二

轮） 

新兴软件和新

型信息技术服

务 

北京 

公司是具有“云—网—边—

端”整体解决方案的通信网安

全领军企业，专注于网络空间

安全综合治理领域。 

优刻得 2019/6/9 
已回复（第三

轮） 

云计算与大数

据 
上海 

国内领先的第三方云计算服务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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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联动力 2019/5/15 已回复 信息网络产业 北京 

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研发

通信协议、具有领先市场地位

的高清视频通信企业 

有方科技 2019/5/7 已问询 信息网络产业 广东 

专注于M2M物联网无线通信产

品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中国通号 2019/5/31 
已回复（第三

轮） 
信息网络产业 北京 

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控制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行业领

先的研发与集成能力，为客户

提供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全产业

链一体化服务。 

映翰通 2019/4/17 已问询 信息网络产业 北京 

知名的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以

及物联网领域“云+端”整体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白山科技 2019/4/24 已问询 
云计算与大数

据 
贵州 

国内领先的专注于数据分发、

安全和应用集成领域的云计算

服务提供商 

罗克佳华 2019/5/9 已问询 物联网大数据 北京 

集物联网智能制造、数据采集、

数据融合、智能分析为一体的

物联网大数据服务企业 
 

数据来源：上交所，财通证券研究所 

4.2  5G 建设进程 

 工信部正式发放四张 5G 牌照 ，中国进入 5G时代 

从官方公布的消息看，本次发放的 5G 牌照共有 4 张，即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 

此次发放 5G 牌照，意味着在 4G 商用近六年之后，国内电信运营商终于获发 5G

牌照，拿到了启动 5G 商用的资格，运营商部署 5G 相关工作的脚步也将因此而加

快。在此之前，三大运营商已经在多地部署 5G 试商用区域。4 月 23 日联通 5G

正式开网，将在 7 个城市正式开通 5G 实验网，联通也成为首家为消费者提供 5G

体验的中国运营商。当时，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表示，5G 产业链主要环节已基

本达到商用水平。当前，全球 5G 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与

开放合作相结合，中国 5G 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5G 标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

制定的统一国际标准，中国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超过 30%。在技术试验阶段，

诺基亚、爱立信、高通、英特尔等多家国外企业已深度参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中国 5G 已经具备商用基础。在今年三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工信部部长苗圩

就曾表示，5G 大规模商用还需要给有实力的企业一点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把 5G

网络的基站先建立起来，为大规模的商用提供基础条件。（品玩） 

 发改委：积极推进 5G 手机商业应用 鼓励 5G手机研制和上市销售 

C114 讯 6 月 6 日消息（张海龙）今日，发展和改革委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进一步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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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共同研

究制定了《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并发布关于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19-2020 年）》的通知。 

其中，通知要求，积极推进 5G 手机商业应用。鼓励 5G 手机研制和上市销售。加

强人工智能、生物信息、新型显示、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手机上的融合

应用。推动办公、娱乐等应用软件研发，增强手机产品应用服务功能。（C114 通

信网） 

4.3  大公司动态 

 中兴通讯：5G 发牌将引领行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C114 讯 6 月 6 日消息（南山）今天上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选在这样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发牌，

是对 5G 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美好祝愿。尽管相比最初规划的发牌时间提前

了半年以上，但 C114 了解到，产业链已经准备就绪。设备厂商是运营商建

设 5G 网络的重要帮手。中兴通讯表示，工信部宣布发放 5G 商用牌照，我国

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5G 不仅解决了人与人的通信问题，由于它的更高速

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的特性，把连接拓展到人与物、物与物的万物互联

网，带来无限的应用想象空间和商机，可以成为传统行业转型、各类新业务

创新的使能平台。5G 将开启万物智能互联时代，成为未来十年 ICT 行业和

整个社会的新增长引擎。中兴通讯将 5G 作为公司发展核心战略，坚持创新

驱动，聚焦以 5G 为核心的技术领域，坚定在 5G 核心领域研发持续投入。5G

专利申请超过 3,500 件，向 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披露首批 3GPP 5G 

SEP(标准必要专利)超过 1200 族，在 5G 技术标准制定的重要国际标准组织

3GPP 中担任多个技术标准报告人。中兴通讯已具备完整的 5G 端到端解决方

案的能力，在无线、核心网、承载、芯片、终端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已做好全

面商用准备。目前已和全球超过 40 家运营商开展 5G 合作，稳居 5G 第一阵

营。2019 年 2 月，中兴通讯发布了中兴天机 Axon 10 Pro 5G 版，目前该款

手机已加入国内运营商首批 5G 手机友好用户体验计划。面对旺盛的 5G 行业

应用需求及 5G 商业合作模式的改变，中兴通讯与合作伙伴携手开展了大量

的 5G 行业应用探索，推动跨行业融通发展，推进智慧港口、智慧工业、智

能安防等一系列行业应用落地，携手构建健康、完整的产业生态。作为全球

领先的 5G 商用设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5G 牌照的发放，将给中兴通讯带来

更大的发展机遇，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兴通讯将积极参与中

国 5G 网络的商用部署和建设，与行业合作伙伴紧密合作，积极推动 5G 业务

应用和实践，助力垂直行业数字化转型。助力运营商打造优异的 5G 网络和

创新平台，支撑全行业数字化应用，与合作伙伴携手共建 5G 生态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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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5G 行业的健康发展（C114 通信网） 

 华为：端到端全面领先 5G 能力 全力支持中国运营商建好 5G 

C114 讯 6 月 6 日消息（李明）2019 年 6 月 6 日，足以被载入史册的一天！

今天上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

用牌照，这意味着，中国商用 5G 的时间表从 2020 年提前到 2019 年，较市

场预期提前半年。 

对此，近日备受关注的华为表示：将凭借端到端全面领先的 5G 能力全力支

持中国运营商建好中国 5G。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 5G 将引领全球。自 2009

年起着手 5G研究，华为公司已累计投入 20亿美金用于 5G技术与产品研发，

当前已具备从芯片、产品到系统组网全面领先的 5G 能力，也是全球唯一能

够提供端到端 5G 商用解决方案的通信企业。据华为介绍，截止目前，华为

共向 3GPP 提交 5G 标准提案 18000 多篇，标准提案及通过数高居全球首位；

向 ESTI 声明 5G 基本专利 2570 族，持续排名业界第一，华为主导的极化码、

上下行解耦、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已成为 5G 国际标准的

重要组成部分。华为已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自研芯片的规模商用，包括全球

首款 5G基站芯片组天罡、5G终端基带芯片巴龙以及终端处理器芯片麒麟 980。

数据显示，华为已在全球 30 个国家获得了 46个 5G 商用合同，5G 基站发货

量超过 10 万个，居全球首位。在国内，从去年 4 月份开始，华为已经在中

国 40多个城市与中国三大运营商开展了 5G规模商用试验，包括城区、室内、

高速公路、地铁等多场景实测，均已达到商用标准。中国运营商当前在用户

规模、网络能力、总体收入等方面均位居世界前列。华为表示将一贯秉承 “以

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持续加大基础领域研究投入与产品技术创新力

度，尽己所能，全力支持中国运营商建好中国 5G。为迎接中国 5G 商用，华

为已做好了充分准备。（C114 通信网） 

 中国铁塔：推进大共享，支撑 5G 网络快速低成本商用部署 

6 月 6 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 5G 时代。 

中国铁塔在工信部等部委的正确领导和各家电信企业的大力支持下，4G 时

代立足共享建设模式，4 年多来建成 220 多万 4G 站址设施，电信企业使用

的站址数量较中国铁塔成立前翻了一番，新建铁塔共享率大幅提升到 75%，

对我国快速建成全球最大 4G 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5G 时代更将深挖共享潜

力，发挥好中国铁塔的统筹共享作用，快速经济高效地建设 5G 基础设施。 

面对 5G 商用，中国铁塔主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深化铁塔站址开放共享。公司自身已有 195 万存量站址，为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四家共享。同时储备形成了千万级的社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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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资源站址库，包括 875 万路灯杆、监控杆，超 350 万电力杆塔，以及 33

万物业楼宇，为 5G 基站低成本快速布设奠定基础。下一步，将进一步做好

统筹协调，进一步争取各地政府支持，牵头开展 5G 站址规划和资源统筹，

营造更好的 5G 建设发展环境。 

二是强化技术创新。紧随 5G 研发和商用进程，联合厂家共同研发适应 5G 技

术特点的新型基础设施，支撑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成熟。针对 5G 室分向数字

化有源系统演进、室分投资将大幅提升的趋势，联合厂家共同研发适应 5G

技术特点的新型共享室分产品。针对 5G 设备功耗大的特点，联合厂家通过

电源创新强化站址的供电能力，有利于减少外市电扩容改造投资。 

三是以更优品质、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做好支撑服务。坚持能共享不新建，

能共建不独建，全力支撑服务四家电信企业快速经济地建设 5G 网络。创新

建设模式和服务模式，把资源统筹优势、政策支持优势转化为低成本、高效

率的建设优势。在做好塔类站址共享的基础上，扩大共享范围和深度，为电

信企业提供站址、机房、传输、配套等综合共享和一体化服务，助力行业进

一步降本增效、集约运营。（C114 通信网） 

5、 医药行业动态 

5.1  科创板申报企业动态 

本周首家科创板医药微芯生物状态变为过会；昊海生物和华熙生物进了了第三次

询问的回复；佰仁医疗、赛诺医疗、贝斯达、申联生物和美迪西进了了第二次询

问的回复；祥生医疗已进入询问；科前生物中止审查。 

表 4：已申报科创板医药行业相关公司列表 

公司名称 最新公告日 审核状态 所属行业 注册地 主要关注点 

微芯生物 2019-06-05 已过会 化学制药 广东 

微芯生物创新药，其基于芯片平台的研

发实力做出了世界级的新药西达苯胺；

在淋巴瘤 PTCL 上实力出众，乳腺癌适

用症已经申请上市 

华熙生物 2019-06-04 
已回复(第

三次) 
生物制药 山东 

公司是酸玻璃（透明质酸）原料药龙头，

后向下游扩张到医美玻尿酸产品（包括

医疗和美容） 

昊海生科 2019-06-04 
已回复(第

三次) 
生物制药 上海 

国内第一大眼科粘弹剂领域龙头；第二

大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生产商；关

节腔粘弹补充剂产品国内市场份额第

一。此外，公司玻尿酸产品“海薇”、 

“姣兰”近年来销售规模持续扩大，逐

渐成为国内玻尿酸皮肤填充剂产品的

知名品牌。 

佰仁医疗 2019-05-30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器械 北京 

生物瓣膜龙头，技术领先。人工生物心

脏瓣膜（牛心包瓣、猪主动脉瓣）、肺

动脉带瓣管道、瓣膜成形环、心胸外科

生物补片等 5 项产品为国内首个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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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同类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赛诺医疗 2019-05-30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器械 天津 

心脏支架国内第四大公司，在微创医

疗、乐普医疗和吉威医疗之后，但增速

较快，主要吞噬第四位之后的市场；3.5

代药物支架在全球临床中，可大幅减少

抗凝药服用时间；颅内支架开展临床试

验； 

祥生医疗 2019-05-30 已问询 医疗器械 江苏 超声影像领先企业之一 

贝斯达 2019-05-29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器械 广东 永磁类核磁影像行业排名第一 

普门科技 2019-05-29 已回复 医疗器械 广东 康复器械和诊断领先企业 

申联生物 2019-05-29 
已回复(第

二次) 
生物制药 上海 动物疫苗龙头企业之一 

美迪西 2019-05-27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服务 上海 

行业处入快速成长期；能够提供临床前

一站式服务的 CRO；创始人是千人计

划，订单来至于国内外制药企业 

科前生物 2019-05-24 中止审查 生物制药 湖北  

热景生物 2019-05-24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器械 北京 

肝癌的肝病诊断系列产品中的肝癌早

诊三联检（AFP/AFP-L3%/DCP）、高尔

基体蛋白 73（GP73） 化学发光产品均

为国内独家，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心脉医疗 2019-05-24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器械 上海 

外周介入龙头之一：外周血管支架系

统、外周血管球囊扩张导管等产品；公

司拥有国内唯一获批上市的可在胸主

动脉夹层外科手术中使用的术中支架

系统。自主研发的 Castor 分支型主动

脉覆膜支架首次将 TEVAR 手术适应证

拓展到主动脉弓部病变，是全球首款获

批上市的分支型主动脉支架。 

海尔生物 2019-05-23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装备 山东 

低温和超低温冰箱国内龙头企业，竞争

对手有赛默飞、松下、中科美菱和澳柯

玛等 

特宝生物 2019-05-23 
已回复(第

二次) 
生物制药 福建 

公司是 2016 年开发出长效干扰素用于

乙肝治疗（2018 年销售近 2 亿），增

速较快，其主要替代罗氏产品派罗欣

（10 亿元）和默沙东的佩乐能；可以

作为乙肝治愈性概念公司，其他研发的

有歌礼制药和广生堂等； 

南微医学 2019-05-21 
已回复(第

二次) 
医疗器械 江苏 

内镜下诊疗龙头，止血、闭合和扩张类

三甲医院覆盖率 55%；全球第二家在美

国获批的内镜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系

统（EOCT），与内镜配合实现消化道无

创光学活检。 

硕世生物 2019-05-21 已问询 医疗器械 江苏 分子诊断 PCR，HPV 诊断等 

苑东生物 2019-05-21 
已回复(第

二次) 
化学制药 四川 

研发实力强，注射用布洛芬和注射用枸

橼酸咖啡因市场空间大；挑战诺华抗心

衰新药沙库巴曲缬沙坦晶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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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张江 2019-05-13 已受理 化学制药 上海 光动力药物龙头企业，创新能力突出 

迈得医疗 2019-05-10 已受理 医疗装备 浙江 国内医疗装备服务领先企业之一 

东方基因 2019-05-09 已受理 医疗器械 浙江 
国内 POCT 领先企业之一，产品主要出

口到美欧等国家 

赛伦生物 2019-05-09 已受理 生物制药 上海 蛇咬伤唯一治疗生物药企业 

浩欧博 2019-05-08 已问询 医疗器械 江苏 

纳米磁微粒的化学发光检测技术领先：

过敏原和自身免疫诊断市场空间大，进

口替代空间大 

诺康达 2019-05-08 已回复 医疗服务 北京 
主要做药物剂型研究，包括缓控式和靶

向等。 

安翰科技 2019-05-06 已回复 医疗器械 湖北 

全球唯一一个获批的胶囊胃镜，其临床

验证结果与传统电子胃镜检查结果的

一致性为 93.4% 

泰坦科技 2019-05-01 已回复 
研究和试

验发展 
上海 国内科学试剂龙头公司 

博瑞医药 2019-04-22 已问询 化学制药 江苏 
主要是做高壁垒的中间体和原料药，业

内共识合成技术一流 
 

数据来源：上交所，财通证券研究所 

5.2  医药行业动态 

5.2.1  创新药行业动态 

 药企的转型升级：创新药成为优质药企发展的必要手段  

6 月 4 日，第十一届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济南举行，专家学者在会上围

绕药企转型升级之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新经济下药企该如何转型升级

的问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表示，新时代要有新发展，医药企业是医药产

业发展的主体，随着形势和政策的变化，创新已经成为优质药企发展的必要手段。

他强调，只有以原研药、创新药为中心，才能支撑企业的长远发展。 

李兆前举例，像美国强生、辉瑞、德国勃林格殷格翰以及瑞士诺华等国际知名药

企，都已经享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因此，他强调，药企要坚持自主创

新，加大研发投入，真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原研药的开发上，打造中国医药产业的

核心拳头产品。（中新经纬） 

 世界卫生大会通过《药品市场透明化》决议：将影响未来药品定价 

近日，美国 FDA 批准诺华的脊髓性肌萎缩（SMA）基因疗法 Zolgensma 上市，为

SMA患者和家属带来了曙光，但其以 210万美元一针的定价再次刷新了药价记录，

成为史上最昂贵的药。罕见病新药市场小众，但对需要的患者而言又弥足珍贵，

用高昂的定价收回研发投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有观察人士评论认为可以有两种

角度看待 Zolgensma 这样的新药：“这是一个惊人的疗法，只有少数孩子需要它，

所以这一两百万根本不值得一提，或者，我们面临着一个局面，生物制药业已经

完全转向了罕见病，因为这个市场似乎可以容忍任何价格，而 FDA 只要求特别少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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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在刚刚结束的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各国代表经过几天焦灼的谈

判，终于通过了题为“促进药品、疫苗和其他健康产品市场透明化”的决议，把

药品、疫苗等健康产品的市场透明化问题上升政府间讨论的层面。这一决议呼吁

各国加强对公众共享有关政府和其他买家购买医疗产品实际价格信息，提高药品

专利、临床试验结果以及从实验室到病患整个价值链其他定价决定因素的透明度，

还要求 WHO 秘书处支持实现透明化的工作，并监测透明化对健康产品的可负担性

和可获得性的影响，包括对差别定价的影响。 

世界卫生大会通过这一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成员国在采购医药健康产品时明

智决策，通过谈判获得可负担的价格，最终扩大人口获得保健产品的机会。这个

决议是各国政府及其公共健康系统在药品定价领域一个里程碑文件。（医药魔方） 

5.2.2  医疗器械行业动态 

 中美贸易战升级已对美医疗器械产业造成冲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将 2000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关税提到到 25%，后又可能对价值

3000 亿美金的产品征税，并已迫使中国用同样的征税方法进行反击。已制定和

拟议的关税已经影响了一系列的美国医疗器械产品，包括成像设备、诊断试剂、

手套及隐形眼镜等。         

在去年，当美国贸易代表公布了计划征收 25%税率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原始清单时，

美国医疗器械行业已经经历了一波恐慌。这份名单包括价值 28 亿美元的医疗产

品，包括除颤器和骨科植入物。         

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工业界的压力下削减了该名单，但仍继续对每年价值

8.36 亿美元的医疗设备进口征税。心脏起搏器和超声波设备是受税收影响的医

疗产品之一。在此之后，随着美国贸易代表扩大了征税产品的范围，以及中国对

其征税的反击，医疗器械行业已经做好了提高关税的准备。最新一轮关税开始于

美国将 2000 亿美元的产品税从 10%提高到 25%。中国以自己的一套税制改革作为

回应，将一套产品的关税从 10%提高到 25%，并对其他进口产品征收较小的关税。

受 25%关税影响的产品清单包括用于 X 光检查的诊断试剂、手术室中使用的手套

和灯具产品。         

目前的状况有持续恶化的可能。在征收 25%的税收之后，USTR 署制定了计划，对

“基本上所有的、从中国进口的其余产品”征收税款，这些产品价值约 3000 亿

美元。美国贸易代表还正考虑在下一轮关税中征税，其中包括隐形眼镜和显微镜

用切片机等医疗产品。持续的升级让所有在美中贸易上有利益牵连的公司有足够

的担忧。（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5.2.3  行业政策方面 

 查账药企、推广 DRG 部委联合推动医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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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相继发布通知，部署整治药品流通、推广 DRG 试点两

项工作，释放部委联合推动医保改革的强烈信号。 

先是财政部官网 6 月 4 日发布消息，将在 6-7 月间开展 2019 年度医药行业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此前，财政部会同国家医保局已随机抽取了 77 家药企，列

入检查名单。 

紧接着，6 月 5 日晚，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局联合

发布通知，督促在全国 30 个城市展开 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扩大试点工作。

（新浪医药）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2019 医改重点任务：推进药品集中采购试点 

6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

务》的通知，旨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紧紧围绕把以治病为中心转

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落实预防为主，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紧紧围绕解

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医改落

地见效、惠及人民群众。（新浪医药） 

 医药行业将进入滞胀通道 

医药行业接连遭遇三大重磅冲击波，恐将进入滞胀通道。 

其一，转为两票制后税务负担沉重，资金流转越来越慢,一些企业返款周期已超

过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国家两次降税，一些企业并未向各级客户传递国家政策，

向客户收取的基础税点远远高于国家规定。 

其二，一致性评价 4+7 价格谈判杀伤力空前，除部分产品仍能保持较好的利润空

间和销售价格外，其他产品已直线跳水，众多中标企业已解散销售队伍，砍掉代

理客户，直接对接终端。大量拖欠市场和客户，给市场带来极度不稳定。由于产

品利润下降，产品维护人员大大减少，终端服务和推广也随之减弱。企业演变成

医疗机构的加工厂和供货商，专业化的医药营销日益受到冲击。 

其三，越发严格的财税管理和临床检查，尤其是近期对 77 家代表性企业的重点

核查，能否彻底消除行业多年来迫不得已的运作方式，改变一直以来医疗机构高

高再上、吃拿卡要的风气，降低行业和企业市场投入成本，真正让利于民？行业

能否挺过难关？资金流转速度会否进一步降低？可供销售的产品会否进一步减

少？企业和客户会否倒挂经营？（药智网） 

6、 新材料行业动态 

6.1  科创板申报企业动态 

 已申报的科创板新材料相关公司（20 家）其中大部分处于已问询状态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财通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3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周报 

截至 6 月 11 日，已申报的科创板新材料相关公司共有 20 家，其中处于已问询状

态的有 17 家，处于上市委会议通过状态的有 1 家，处于已受理状态的有 1 家，

处于中止状态的有 1 家。列表如下： 

表 5：已申报科创板新材料相关公司列表 

 
发行人全称 公司简称 审核状态 注册地 公司概况 

      

1 

安集微电子科

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安集科技 
上市委会议

通过 
上海 

国内 CMP 抛光液龙头，聚焦 CMP

抛光液与光刻胶去除剂 

2 

上海硅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硅产业 已问询 上海 

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半导体硅片

制造企业之一，打破 300mm 半导体

硅片国产化率几乎为 0%的局面 

3 

中微半导体设

备（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中微公司 已问询 上海 

以中国为基地、面向全球的高端半

导体微观加工设备公司，深耕芯片

制造刻蚀领域，是我国集成电路设

备行业的领先企业。 

4 

和舰芯片制造

（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 

和舰芯片 已问询 江苏 

28nm 制程效能与良率领先国内同

业，40nm 良率达世界领先水平，

专注于 12 英寸及 8 英寸晶圆研发

制造 

5 
锦州神工半导

体有限公司 
神工股份 已问询 辽宁 

业界领先的半导体级单晶硅材料

供应商，成功进入国际先进半导体

材料产业链体系 

6 

宁波容百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容百科技 已问询 浙江 
全球 811 正极材料龙头，掌握单晶

高电压高镍三元材料核心技术 

7 
广东嘉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嘉元科技 已问询 广东 

国内高性能锂电铜箔行业领先企

业之一，重点布局 6μm 极薄锂电

铜箔 

8 
江苏天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奈科技 已问询 江苏 

中国最大的碳纳米管生产企业，碳

纳米管及复合材料全球领先 

9 
广州方邦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方邦电子 已问询 广东 

电磁屏蔽膜国际领先，填补我国高

端电磁屏蔽膜领域空白 

10 

北京天宜上佳

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天宜上佳 已问询 北京 

国内领先的高铁动车组用粉末冶

金闸片供应商，成功打破动车组闸

片市场国外垄断格局 

11 

西部超导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西部超导 已问询 陕西 

全球唯一的铌钛锭棒、超导线材、

超导磁体的全流程生产企业，国内

唯一的低温超导线材商业化生产

企业，打破了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

航空、舰船、兵器用关键钛合金材

料的技术封锁 

12 

西安铂力特增

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铂力特 已问询 陕西 

国内最具产业化规模的金属增材

制造企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金属 

3D 打印产业生态链 

13 
宁波长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长阳科技 已问询 浙江 

全球领先高分子功能膜高新技术

企业，完成了反射膜的全面进口替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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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津久日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久日新材 已问询 天津 

全国产量最大、品种最全的光引发

剂生产供应商，致力于服务光固化

技术（21 世纪绿色工业新技术） 

15 

北京八亿时空

液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八亿时空 已问询 北京 

国内少数有能力生产高性能混合

液晶材料的企业之一，实现 TFT

型液晶材料多项技术突破 

16 

洛阳建龙微纳

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建龙微纳 已问询 河南 
国内吸附类分子筛行业引领者之

一，突破国际大型分子筛企业垄断 

17 
先临三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先临三维 已问询 浙江 

拥有自主研发的“从 3D 数字化数

据设计到 3D 打印直接制造”的软

硬件一体化完整技术链的科技创

新企业 

18 
广东华特气体

股份有限公司 
华特股份 已问询 广东 

致力于特种气体国产化，并率先打

破极大规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面

板等尖端领域气体材料进口制约

的民族气体厂商 

19 

绍兴兴欣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兴欣新材 已受理 浙江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化学品、环保新

材料、聚氨酯材料、医药中间体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哌嗪

系列、酰胺系列、氢钠等 

20 

江苏联瑞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联瑞新材 中止 江苏 
国内规模最大的硅微粉企业，实现

同类产品进口替代 
 

数据来源：上交所，财通证券研究所 

 首批过会的三家科创板企业正在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 

据证券时报 6 月 10 日报道，关于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进展，证监会办公

厅副主任李钢表示，目前已进入关键阶段，一是基本规则已经齐备，上交所已发

布各项规则共计 23 项；二是企业申报平稳有序，119 家受理，行业集中在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行业；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已通过安集

科技等 3 家企业的发行上市申请，目前正在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科创板技术系

统准备就绪，组织市场机构完成三轮测试；科创板一系列制度需要磨合期，如个

别公司定价不完全符合市场预期等。（证券时报） 

 安集科技成为科创板获批第二家，科创板首审三家企业全部过会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北京时间 6 月 5 日下午，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2019

年第 1 次审议会议召开，审议结果显示，同意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集科技”）发行上市。这是今年科创板过会的第 2 家企业，

同时过会的两家企业分别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天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安集科技主营业务为关键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目前产品包括不同系列的

化学机械抛光液和光刻胶去除剂，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和先进封装领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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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科技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低于 1327.71 万股，实际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CMP 抛光液生产线扩建项目、安基集成电路材料基地项目、安集微电子集成电

路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安基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系统升级

项目，拟用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03 亿元。（中国经济网） 

6.2  新材料行业动态 

6.2.1  半导体材料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今年内存芯片销量或将跌 30.6%，明年增长 6% 

智通财经获悉，6 月 4 日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因内存

芯片需求疲软，预计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有所萎缩，销售额同比下降 12%至

4120 亿美元，但情况将在 2020 年得到改善。 

在 2 月份时，该协会预计内存芯片市场将下跌 3%，但实际情况更为严峻。协会

表示，今年内存芯片市场或将出现高达 30.6%的下跌，是所有芯片类产品中下跌

幅度最大的板块。协会预计，内存芯片的销售量在 2020 年将会增长 6%，而全球

半导体市场将会增长 5.4%。（智通财经） 

 2019 年 1-4 月全国集成电路产量为 502.1 亿块，同比下降 6.7% 

中商情报网讯：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8 年 3-4 季度全国集成电路

产量呈小幅度下降，2019年 4月全国集成电路产量为 141.1亿块，同比下降 2.1%。

2019 年 1-4 月全国集成电路产量为 502.1 亿块，同比下降 6.7%。（中商情报网） 

6.2.2   锂电池材料 

 国轩高科全资子公司与华为签订锂电供应商采购合作协议 

国轩高科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与华为于近日签订《锂电供应商采购合

作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所在行业优势，开展锂电领域的战略合作。华为将需

求产品的技术规格要求提交给合肥国轩，并对合肥国轩提供的产品进行评测；合

肥国轩根据华为技术规格要求，选择合适的合格产品稳定供应华为。本次签署的

《锂电供应商采购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的框架性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锂电池储能应用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根据协议，华为将致力于锂电

产品的市场拓展和所需解决方案的研究、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根据市场需求，

提供所需锂电产品的技术规格要求。合肥国轩将致力于华为所需电池的技术研究

与产品开发，从事电芯产品的生产制造和交付，确保质量、价格具有竞争力。（中

国证券网，金融界） 

 嘉能可与优美科签订长期供应协议 为电池材料提供可持续的钴供应 

SMM5 月 29 日讯：据嘉能可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已与优美科(Umicore)就电池材

料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以供应氢氧化钴。其钴的来源将来自于位于刚果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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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的嘉能可最先进的工业采矿业务 KCC 和 Mutanda。优美科已将每项业务评估

为完全符合其钴的可持续采购框架。一旦正在进行的收购过程完成，钴将运往全

球的优美科钴精炼厂，包括芬兰的 Kokkola 炼油厂。据悉，该协议保证了优美科

在其不断扩大的全球电池材料价值链中对其长期钴需求的大部分供应安全性，协

议还为嘉能可的钴原料提供了长期市场准入，这与优美科不断增长的阴极材料销

售目标一致。（同花顺财经）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财通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7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周报 

信息披露 

分析师承诺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具备专业胜任能力，保证报告所采用的

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

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作者也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资质声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公司评级 

买入：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 

行业评级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上；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 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5%以下。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

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邀请或向他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

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本公司通过信息隔离墙对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部门或关联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进行控制。因此，客户应注意，在法

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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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员
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 

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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