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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周报（20190609） 

❖ 川财周观点 

工信部于 6月 6日发放 5G商用牌照，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广电均获 5G 商用牌照，今年年内将启动 5G 集采，5G 正式进入商用元年。一

方面，5G 标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的统一国际标准，目前我国声明的

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超过 30%，已经具备优质商用基础。而且工信部也将积极指

导各运营商部署 5G 系统试验基站，协调 5G 系统基站与无线电台站频段，确

保各类无线电业务兼容共存，5G 产业链健康发展。近期首批科创板上会 3家

企业均获批 IPO，高新技术板块将持续受到市场关注，建议关注 5G 产业链上

下游受益进口替代的公司。另一方面，工信部给中国广电颁发 5G牌照，实质

是颁发给全国有线电视行业和全国广电行业，是现代通信和物联网服务实践

结合的体现。中长期来看，5G 技术将与视频、家居、医疗及自动驾驶等多技

术结合，最终实现万物互联，建议关注 5G应用端机会。 

❖ 市场表现 

本周川财信息科技指数下降 1.94%，上证综指下降 2.45%，创业板指下降

4.56%，沪深 300 下降 1.79%，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4.76%。电子行业指数板块

排名 21/28，整体表现一般。周涨幅前三的个股为民德电子、京泉华、铭普光

磁，涨幅分别为 30.48%、20.53%、19.79%。跌幅前三的个股为富满电子、东

晶电子、力源信息，跌幅分别为 30.35%、25.90%、22.55%。     

❖ 行业动态 

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凌周一宣布，已同意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赛普拉斯半导

体(Cypress Semiconductor)，包括债务在内，这笔交易对赛普拉斯估值为 90

亿欧元(约合 101 亿美元)（全球半导体观察）；6月 5 日，中国银行、深圳高

新投联合在深圳推出全国首个“5G 贷”，全力助推深圳 5G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全球半导体观察）。 

❖ 公司公告 

欧菲光（002456）：南昌市政公用或其指定机构拟采用股权受让或增资方式以

实现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及南昌欧菲光学技术

有限公司各 51%股权，公司已收到南昌市政公用支付的股权交易预付款 10 亿

元人民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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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5 月 27 日公告称，科创板上市委 6 月 5 日召开 2019 年第 1 次审议会

议，审议苏州天准科技、安集微电子科技、深圳微芯生物科技三家公司首发申

请，科创板推出正在加速展开，科创板公司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优质或具备独特创新性的高成长企业，预计初期上

市公司将具有较高估值水平，我们认为随着科创板的推出对创业板以及 A 股

高科技公司来说会有一个估值的双向提升，建议关注集成电路、分立器件等子

板块投资机会。商务部于 5 月 31 日宣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不

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此前，美国将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随后有多家华

为供应商遵从美国的禁令，对华为断供或暂时中止部分业务，包括 arm、谷歌

等与华为有合作的大型科技公司。对此，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予以

回应。5 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华为事件将会加快我国科技自主创新

的步伐，未来自主可控、进口替代将是非常有投资价值的方向。 

 

二、市场表现 

2019 年初至今，上证综指上涨 13.39%，创业板指上涨 13.24%，沪深 300 上

涨 18.40%，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16.28%。2018 年初至今，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32.99%。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4.76%，涨幅居 28 个子板块中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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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上证综指下降 2.45%，深证成指下降 3.79%，创业板指下降 4.56%，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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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300 下降 1.79%，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4.76%。本周涨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

银行、通信、家用电器，幅度分别为 0.38%、-0.66%、-1.65%；跌幅前三的

板块分别是农林牧渔、国防军工、医药生物，幅度分别为-7.44%、-7.21%、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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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分别下跌 6.84%，5.31%，4.80%，4.58%，3.71%。电子板块三级行业中，

跌幅最小的是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印制电路板(申万)、LED(申万)，幅度分

别为-3.17%、-3.5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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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60  -6.84  

801082.SI 其他电子Ⅱ(申万) 3993.38  -5.31  

801083.SI 元件Ⅱ(申万) 3164.75  -4.80  

801084.SI 光学光电子(申万) 1192.37  -4.58  

801085.SI 电子制造Ⅱ(申万) 3281.18  -3.71  

850811.SI 集成电路(申万) 2092.44  -6.67  

850812.SI 分立器件(申万) 1263.02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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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813.SI 半导体材料(申万) 2385.46  -7.54  

850822.SI 印制电路板(申万) 2715.60  -3.51  

850823.SI 被动元件(申万) 3363.19  -6.20  

850831.SI 显示器件Ⅲ(申万) 921.66  -4.59  

850832.SI LED(申万) 1409.64  -4.37  

850833.SI 光学元件(申万) 2153.13  -5.21  

850841.SI 其他电子Ⅲ(申万) 4003.00  -5.31  

850851.SI 电子系统组装(申万) 2113.32  -4.51  

850852.SI 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 4384.77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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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德电子、京泉华、铭普光磁、百邦科技、

沪电股份，涨幅分别为 30.48%、20.53%、19.79%、12.94%、7.39%。跌幅

前五的个股为富满电子、东晶电子、力源信息、博通集成、*ST 盈方，跌幅分

别为 30.35%、25.90%、22.55%、18.54%、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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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56.SZ 民德电子 30.48 300671.SZ 富满电子 -30.35 

002885.SZ 京泉华 20.53 002199.SZ 东晶电子 -25.90 

002902.SZ 铭普光磁 19.79 300184.SZ 力源信息 -22.55 

300736.SZ 百邦科技 12.94 603068.SH 博通集成 -18.54 

002463.SZ 沪电股份 7.39 000670.SZ *ST盈方 -18.50 

300279.SZ 和晶科技 7.23 600884.SH 杉杉股份 -15.70 

300543.SZ 朗科智能 7.20 002119.SZ 康强电子 -15.60 

600363.SH 联创光电 6.85 002388.SZ 新亚制程 -15.43 

300679.SZ 电连技术 4.49 300708.SZ 聚灿光电 -14.74 

300602.SZ 飞荣达 4.05 300139.SZ 晓程科技 -13.82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1. 6 月 6 日，工信部发放 5G 商用牌照。除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这三大传统通信运营商之外，中国广电（全称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也拿到了 5G 的商用牌照。这意味着中国广电正式加入 5G 的赛

道，成为继三大运营商之后，中国第四家基础电信运营商。（Wind） 

2. 天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天津市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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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2019-201-23 年)》。《行动方案》明确了发展目标并制定了六项

具体的行动目标。主要目标包括，一是要推动智能化基础设施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二是要提升智能型先导和支柱产业规模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三是

要促成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全国示范；四是要实现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显著增强；五是要促进数字经济开放发展优势基本形成；六是要推进数

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成。《方案》指出，到 2030 年，实现中心城区

光纤网络全覆盖，第五代移动通信 (5G)正式商用。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超级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达到 1 万亿元。（全球半导

体观察）  

3. 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凌周一宣布，已同意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赛普拉斯半

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包括债务在内，这笔交易对赛普拉斯估值

为 90 亿欧元(约合 101 亿美元)。英飞凌表示，公司希望借助这笔交易在

2022 年前创造每年 1.8 亿欧元的成本协同效应，创造逾 15 亿欧元的长期

营收协同效应。一旦赛普拉斯业务被整合到英飞凌旗下，英飞凌希望实现

9%或更高的周期内(through-cycle)营收增长率，19%的部门营业利润率，

并将投资销售率降至 13%。（全球半导体观察） 

4. 据路透社报道，AMD 和三星电子 6 月 3 日宣布，双方已达成一项多年期

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有利于 AMD 更好地与对手英伟达（Nvidia）展开

竞争。作为该合作协议的一部分，AMD 将授权三星在包括智能手机在内

的移动设备上使用其定制图形芯片知识产权。与此同时，三星将向 AMD

支付技术许可费和版权费。这笔交易将为 AMD 带来数亿美元的许可收入；

而三星将获得 AMD 的图形芯片技术，从而提升其设备性能。（全球半导体

观察）  

5. 苹果公司北京时间 6 月 4 日凌晨，召开 2019 年度 WWDC 全球开发者大

会（以下简称 WWDC19）。会上，苹果完成了对原有“四件套”——tV OS、

watch OS、mac OS 和 iOS 的惯常更新，还推出了第五个系统，即针对平

板电脑产品的 iPad OS。在五大软件更新之外，苹果发布了一款硬核产品

——强大的全新产品 Mac Pro。另外，苹果推出了新的登入功能“Sign in 

with Apple”，在登入网页时，可以避免用户的数据遭第三方软件收集。

（C114 网） 

6. 据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下称科技情通部）统计，5G 商用第一个月

（4 月份），平均每位 5G 用户的数据使用量高达 22.4GB，通信业界指出，

实境内容带动 5G 数据量成长。同期的 LTE 用户平均使用 8.37GB，5G 数

据使用量约为 LTE 的 2.7 倍。（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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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大科技巨头遭遇反垄断调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顶级的反垄

断机构们就监管科技行业达成了新协议。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与司法部已经达成协议。FTC 将主导对亚马逊的

监管，而司法部将主导对谷歌的调查。另外，FTC 将主导监督对 Facebook

的反垄断审查事宜，以确定该公司的做法是否会损害数字市场的竞争。而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司法部正考虑对苹果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华尔

街见闻） 

8. 6 月 5 日，中国银行、深圳高新投联合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发布会，共同

推出全国首个“5G 贷”，全力助推深圳 5G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深圳市

是国家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和首批 5G 试点城市，按照中央、省和市委的部

署要求，深圳高新投率先积极支持相关企业，发挥先发优势，在 5G 时代

走在前列，抢占技术制高点。据了解，该产品重点针对 5G 产业链中小微

企业首次贷款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门槛高问题，配合国家及深圳市

5G 产业的布局，扶持行业内优质企业快速发展。“5G 贷”具体有以下优

势： 一是降低融资成本，享受担保费八折优惠及银行普惠金融利率；二

是放大期限及额度，提供 1-2 年期 1000 万元额度内多种灵活担保贷款方

案；三是融资提速，产业链企业享受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证

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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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0609） 

长川科技 权益分派 

以公司 2018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49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拟

每 10 股转增 9股。 

博通集成 权益分派 
公司拟以 2019年 4 月 30日公司总股份 1.39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 

歌尔股份 权益分派 
以 2018年末账面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总股数后 31.96 亿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 1 元 (含税)现金股利。 

聚飞光电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45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 

宏达电子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0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 

铭普光磁 权益分派 
以现有总股本 1.40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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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智科技 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55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 

博通集成 对外投资 
公司拟以不超过美元 2500万元为限，增加对博通集成电路（香港）有限

公司投资。 

太极实业 设立公司 

公司拟与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为无锡锡产微芯半导体

有限公司，公司本次拟出资金额为 2 亿元（占比 9.48%）；截至目前，本

次拟投资公司尚未成立。 

领益智造 股份收购 

2019年 6月 3日，公司通过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香港帝晶与

Salcomp Holding AB 签署了关于收购 Salcomp Plc 100%股份的《股份购

买协议》，其中股份转让对价为 0.88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6.78 亿元）。 

隆利科技 业务开展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 

锦富技术 子公司增资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对香港赫欧增资 3500 万美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香港

赫欧注册资本由 1000万美元增加到 4500万美元，公司仍持有香港赫欧

100%股权。 

欧菲光 政府付费 

南昌市政公用或其指定机构拟采用股权受让或增资方式以实现持有公司

控股子公司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及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各 51%股权，公司已收到南昌市政公用支付的股权交易预付款 10亿元人

民币。 

紫光国微 股权转让 

公司将西安紫光国芯 100%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紫光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北京紫光存储，转让价格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 2.20 亿元人民币，本次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西安紫光国芯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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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