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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周报（20190616） 

❖ 川财周观点 

6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上交所科创板开板仪式。

科创板正式开板，标志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一重

大改革的具体落实。未来，证监会将与市场其他合作方，扎实推动科创板平

稳开市、稳健运行。此外，6 月 14日，证监会已经按法定程序同意华兴源创、

睿创微纳企业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两家公司均属电子行业。我

们认为目前过会及待上会的科创板企业质量较高，未来上市后将有望得到较

高的关注度，并获得相对较高的估值，将有利于 A 股中相关公司估值提升。

半导体相关公司目前在过会企业中占比较高，表明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支

持，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仍持续，华为事件凸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面对巨大

的国内市场，我们认为集成电路相关公司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建议关注半

导体设备相关公司包括北方华创、晶盛机电等；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汇顶科技、

兆易创新等；半导体材料公司有研新材等。 

❖ 市场表现 

本周川财信息科技指数上涨 2.65%，上证综指上涨 1.92%，创业板指上涨

2.68%，沪深 300 上涨 2.53%，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2.59%。电子行业指数板块

排名 14/28，整体表现尚可。周涨幅前三的个股为金安国纪、联创光电、华东

科技，涨幅分别为 26.70%、15.93%、13.54%。跌幅前三的个股为民德电子、

传艺科技、恒铭达，跌幅分别为 15.77%、13.34%、12.57%。     

❖ 行业动态 

6月 13日至 14日，第十一届陆家嘴(600663)论坛在上海举行。在论坛开幕式

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板仪

式（和讯网）；苹果正在与处理器大厂英特尔（Intel）谈判，考虑收购英特

尔旗下的德国基带芯片部门，收购之后苹果就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开发自己的

基带芯片（全球半导体观察）。 

❖ 公司公告 

TCL 集团（000100）：公司拟申请以下属境外全资子公司 TCL Technology 

Investments Limited 作为发行主体，在境外发行规模不超过 3亿美元（含 3

亿美元）的债券；炬华科技（300360）：公司收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网物

资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为“2019 年第一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

设备招标活动”中标单位，共中 6个包，合计总数量 96.9 万只，总金额约 2.37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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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上交所科创板开板仪式。

科创板正式开板，标志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一重大

改革的具体落实。未来，证监会将与市场其他合作方，扎实推动科创板平稳开

市、稳健运行。此外，6 月 14 日，证监会已经按法定程序同意华兴源创、睿

创微纳企业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两家公司均属电子行业。我们认

为目前过会及待上会的科创板企业质量较高，未来上市后将有望得到较高的关

注度，并获得相对较高的估值，将有利于 A 股中相关公司估值提升。半导体

相关公司目前在过会企业中占比较高，表明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支持，当前

中美贸易摩擦仍持续，华为事件凸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面对巨大的国内市场，

我们认为集成电路相关公司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建议关注半导体设备相关公

司包括北方华创、晶盛机电等；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汇顶科技、兆易创新等；半

导体材料公司有研新材等。 

 

二、市场表现 

2019 年初至今，上证综指上涨 15.56%，创业板指上涨 16.27%，沪深 300 上

涨 21.40%，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19.29%。2018 年初至今，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31.25%。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2.59%，涨幅居 28 个子板块中第 14。  

          

图 1： 2018年初至今板块市场表现  图 2： 2019 年初至今板块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92%，深证成指上涨 2.62%，创业板指上涨 2.68%，沪

深 300 上涨 2.53%，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2.59%。本周涨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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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涨幅分别为 5.23%、5.17%、4.85%；涨幅

后三的板块分别是钢铁、家用电器、汽车，涨幅分别为 0.98%、0.99%、1.37%。

         

图 3： 一周行业表现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本周电子板块二级子板块中，半导体、其他电子、元件、光学光电子、电子制

造分别上涨 1.09%，2.49%，2.46%，2.62%，3.35%。电子板块三级行业中，

涨幅前三的是分立器件(申万)、电子系统组装(申万)、显示器件Ⅲ(申万)，涨幅

分别为 5.82%、4.93%、2.69%。      

    

表格 1. 电子二、三级行业表现 

代码 名称 周收盘价 周涨跌幅（%） 

801081.SI 半导体(申万) 1892.00  1.09  

801082.SI 其他电子Ⅱ(申万) 4092.89  2.49  

801083.SI 元件Ⅱ(申万) 3242.45  2.46  

801084.SI 光学光电子(申万) 1223.64  2.62  

801085.SI 电子制造Ⅱ(申万) 3391.02  3.35  

850811.SI 集成电路(申万) 2109.26  0.80  

850812.SI 分立器件(申万) 1336.48  5.82  

850813.SI 半导体材料(申万) 2365.39  -0.84  

850822.SI 印制电路板(申万) 2818.26  3.78  

850823.SI 被动元件(申万) 3395.81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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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831.SI 显示器件Ⅲ(申万) 946.47  2.69  

850832.SI LED(申万) 1447.08  2.66  

850833.SI 光学元件(申万) 2197.05  2.04  

850841.SI 其他电子Ⅲ(申万) 4102.75  2.49  

850851.SI 电子系统组装(申万) 2217.55  4.93  

850852.SI 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 4483.57  2.25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本周电子板块，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金安国纪、联创光电、华东科技、睿能科

技、科力远，涨幅分别为 26.70%、15.93%、13.54%、13.38%、13.13%。

跌幅前五的个股为民德电子、传艺科技、恒铭达、东晶电子、隆利科技，跌幅

分别为 15.77%、13.34%、12.57%、12.03%、9.26%。      

           

表格 2. 电子板块涨跌幅前十个股 

周涨幅 TOP10 周跌幅 TOP10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跌幅/% 

002636.SZ 金安国纪 26.70 300656.SZ 民德电子 -15.77 

600363.SH 联创光电 15.93 002866.SZ 传艺科技 -13.34 

000727.SZ 华东科技 13.54 002947.SZ 恒铭达 -12.57 

603933.SH 睿能科技 13.38 002199.SZ 东晶电子 -12.03 

600478.SH 科力远 13.13 300752.SZ 隆利科技 -9.26 

002077.SZ 大港股份 12.99 300053.SZ 欧比特 -9.17 

300046.SZ 台基股份 12.36 002952.SZ 亚世光电 -8.18 

603501.SH 韦尔股份 12.26 601138.SH 工业富联 -7.95 

002888.SZ 惠威科技 12.16 002119.SZ 康强电子 -7.17 

600552.SH 凯盛科技 11.73 600584.SH 长电科技 -6.75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1. 6 月 13 日至 14 日，第十一届陆家嘴(600663)论坛在上海举行。在论坛开

幕式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开板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上海市市长应勇，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共同为

科创板开板。下一步，证监会将会同市场有关各方，扎实细致深入地做好

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推动科创板平稳开市、稳健运行。（和讯网） 

2. 英伟达 Ampere 首款 7 纳米制程 GPU 预计 2020 年亮相。NVIDIA 新品计

划是预计下个年度推出新一代先进制程产品，也就是最快 2020 年 2 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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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该产品就是传闻中代号 Ampere 的 7 纳米制程 GPU。而因为日前韩

国媒体才大肆宣传，三星因为低价抢标，拿下 NVIDIA Ampere 7 纳米制程

GPU代工订单。在没有其他客户的产能干扰下，预计 2020年首发的时间，

应会在年度 NVIDIA GTC 大会。（全球半导体观察） 

3. 中国移动与华为携手在北京信息港首次打通了基于 5G 独立组网（SA）的

EPS Fallback 语音视频通话。本次呼叫中 5G 核心网和 IMS 网络属于异地

部署，组网方式符合移动集团规模试验的组网规范，与商用网络架构及业

务流程一致，这标志着中国移动 5G 端到端商用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 5G 网络语音业务中，EPS fallback 方案允许 5G 终端驻留在 5G 网络，

但在 4G 网络上提供语音业务。当终端发起语音呼叫时，网络通过 EPS 

Fallback 流程将终端切换到 4G 网络上，通过 VoLTE 提供语音业务。（C114

通信网） 

4. 苹果正在与处理器大厂英特尔（Intel）谈判，考虑收购英特尔旗下的德国

基带芯片部门，收购之后苹果就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开发自己的基带芯片，

英特尔准备将基带芯片业务分拆出售。从去年开始苹果就在与英特尔谈判，

不过The Information警告说谈判仍有可能无果而终。根据The Information

的估计，一旦完成收购，英特尔德国调制解调器业务部会有几百名调制解

调器工程师转移到苹果。苹果希望能开发出自有调制解调器芯片，降低对

高通的依赖，不过苹果技术还有等几年才能准备妥当。（全球半导体观察） 

5. 北京信息通信业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

5G 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方案》精神，多举措推动 5G 基础设施建设。截

至 5 月底，北京铁塔公司已交付给三家基础运营企业 5G 站点共计 4983

个，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建设完成了 5G 基站 4300 个，目前主要覆盖区

域为城市核心区、冬奥会相关园区、世园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及其他典

型应用场所等。（人民邮电报） 

6. 英特尔公司将收购初创公司 Barefoot Networks，目的是加强网络芯片

（networking-chip）技术，与博通(Broadcom)展开竞争。虽然英特尔是美

国最大的电脑芯片制造商，但目前并不生产管理以太网(Ethernet)通信的

芯片，博通目前占据该市场主导地位。此前 Barefoot Networks 曾获阿里

巴巴、腾讯、谷歌等企业的投资。英特尔执行副总裁 Navin Shenoy 称，

该收购交易旨在解决数据爆发式增长的问题，这些海量数据激发了对分析

这些数据的计算能力的需求，也刺激了对在数据中心内交换这些数据的联

网系统的需求。（TechWeb） 

7. 中国唯一一家产品进入世界前十大封装厂量产产线的国产集成电路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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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厂商苏州艾科瑞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最近宣布开发完成集成电路

扇出型(Fan-out)封装设备麒芯 3000，设备精度达到±3 微米，产能达到

5000pcs，各方面指标和功能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标志中国在

先进芯片设备完全自主化的进程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民网）  

8. 华为要求美国最大运营商 Verizon 支付超过 230 项专利的许可费用，总金

额超 10 亿美元。这些华为专利涵盖了核心网络设备、有线基础设施和物

联网技术，内部人士称这些专利许可费超 10 亿美元。外媒称，Verizon 已

经向美国官方汇报此事。此前在 2018 年 Verizon 曾与华为达成合作销售

华为手机，但因为美官方压力，其与另一家美国运营商 AT&T 被迫取消了

与华为的合作。更久以前，华为曾拿下 Verizon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网络设

备订单，但依然因为官方压力，该订单被迫取消。（雷锋网） 

9. 成都市经信局牵头举办 2019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5G 生态馆展示圆

满完成。生态馆通过模拟现实“应用场景”，结合电子元器件、芯片、通

信设备、智能终端等全产业链产品展示，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三大

运营商，以及来自教育、医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诸多企业，携手打造了

一场高水平的 5G 应用展览盛会。作为三大通信运营商首批 5G 试点城市

的成都，有望率先投身 5G 商用的浪潮。（每日经济新闻） 

四、公司公告 

 

表格3： 一周公司公告 

股票简称 公告类型 公司公告（0610-0617） 

中科三环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65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9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中颖电子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1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森霸传感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2.50 元（含税）人民币；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国科微 权益分派 
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2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含税）。 

华工科技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TCL 集团 发行债券 

公司拟申请以下属境外全资子公司 TCL Technology Investments 

Limited 作为发行主体，在境外发行规模不超过 3 亿美元（含 3 亿

美元）的债券，并由境内一家中资银行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 

大华股份 股份回购 2019 年 6 月 13 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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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81.63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273%，最高成交价为 13.24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00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4999.3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炬华科技 项目中标 

公司收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通

知公司为“2019 年第一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

（招标编号：0711-19OTL08222000）中标单位，共中 6 个包，

合计总数量 96.9 万只，总金额约 2.37 亿元。 

欧比特 项目中标 

公司收到招标单位广东城智科技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珠海德

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交易机构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同签

发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绿水青山一张图”项目的中

标单位，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8362.33 万元。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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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