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板即将开市，半导体企业占据多席 

 

 证券研究报告 

所属部门 । 行业公司部 

报告类别 । 行业周报 

所属行业 । 信息科技/电子 

报告时间 । 2019/7/21 
   

 

 分析师 

 
方科 
证书编号：S1100518070002 

021-68595195 

fangke@cczq.com 

 

 联系人 

 
杨广 
证书编号：S1100117120010 

010-66495651 

yangguang@cczq.com 

 
 
 

 

 

 
 
 
 
 
 
 
 

 川财研究所 

北京 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号中

海国际中心 15楼，100034 

上海 陆家嘴环路 1000号恒生大厦

11楼，200120 

深圳 福田区福华一路 6号免税商

务大厦 30层，518000 

成都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

区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号中海国际中心 B座 17

楼，610041 
 

——电子行业周报（20190721） 

❖ 川财周观点 

科创板将于 7 月 22 日正式开市，首批 25 家待上市公司 2019 半年度业绩预告

/半年报中，全部公司营业收入均实现正向增长，其中，营业收入增长超过 20%

的公司为 18 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超过 20%的公司为 12 家。

从行业分类看，25 家公司中归属电子行业的公司为 8 家，其中，半导体企业又

占据 5 席，中微公司、澜起科技、睿创微纳、乐鑫科技、安集科技均表现亮眼。

这 5 家公司覆盖了产业链上包括半导体设计、设备、材料等多个环节。部分公

司产品已在细分市场份额局前，如澜起科技的内存接口芯片、乐鑫科技的 Wi-Fi 

MCU 芯片，中微公司的 MOCVD 设备等。2018 年至今，中美贸易摩擦持续，

我国加大对半导体企业自主研发的重视力度，科创板的设立为高科技企业提供

了新的融资途径，加快企业的成长步伐。另外，科创板引入一系列不同于主板

的创新交易机制，包括：放开/放宽涨跌幅限制；引入“价格申报范围限制”；

优化盘中临时停牌机制；市价订单设置保护限价。这将为业绩优秀的科技企业

减少交易阻力，尽快实现合理定价，提升资本市场有效性。建议持续关注半导

体设计标的汇顶科技、韦尔股份、兆易创新、卓胜微等，半导体设备企业北方

华创、晶盛机电、精测电子等，半导体材料相关标的江丰电子等。 

❖ 市场表现 

本周川财信息科技指数上涨 0.24%，上证综指下降 0.22%，创业板指上涨

1.57%，沪深 300 下降 0.02%，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0.91%。电子行业指数板块

排名 6/28，整体表现尚可。周涨幅前三的个股为久之洋、富瀚微、康强电子，

涨幅分别为 30.58%、20.78%、16.54%。跌幅前三的个股为大族激光、鸿利智

汇、智动力，跌幅分别为 23.54%、18.29%、10.91%。      

❖ 行业动态 

韩国三星量产全球首款 12Gb LPDDR5 DRAM，该款 DRAM 针对未来智能手机中的

5G 和 AI功能进行了优化（全球半导体观察）；浙江移动营业厅前台系统成功

迁移至基于鲲鹏处理器的华为 TaiShan 服务器，这是全球首例基于鲲鹏处理

器的运营商 IT 应用系统商用（全球半导体观察）。 

❖ 公司公告 

北方华创（002371）：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6.55 亿元，同比增

长 18.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亿元，同比增长 7.87%；韦尔

股份（603501）：公司以现金 40.14 万美元收购北京视信源 20.07%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持有视信源 100%股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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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将于 7 月 22 日正式开市，首批 25 家待上市公司 2019 半年度业绩预告/半年

报中，全部公司营业收入均实现正向增长，其中，营业收入增长超过 20%的公司为

18 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超过 20%的公司为 12 家。从行业分类看，

25 家公司中归属电子行业的公司为 8 家，其中，半导体企业又占据 5 席，中微公司、

澜起科技、睿创微纳、乐鑫科技、安集科技均表现亮眼。这 5 家公司覆盖了产业链上

包括半导体设计、设备、材料等多个环节。部分公司产品已在细分市场份额局前，如

澜起科技的内存接口芯片、乐鑫科技的 Wi-Fi MCU 芯片，中微公司的 MOCVD 设备等。

2018 年至今，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我国加大对半导体企业自主研发的重视力度，科

创板的设立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加快企业的成长步伐。另外，科创板

引入一系列不同于主板的创新交易机制，包括：放开/放宽涨跌幅限制；引入“价格

申报范围限制”；优化盘中临时停牌机制；市价订单设置保护限价。这将为业绩优秀

的科技企业减少交易阻力，尽快实现合理定价，提升资本市场有效性。建议持续关注

半导体设计标的汇顶科技、韦尔股份、兆易创新、卓胜微等，半导体设备企业北方华

创、晶盛机电、精测电子等，半导体材料相关标的江丰电子等。 

 

二、市场表现 

2019 年初至今，上证综指上涨 17.25%，创业板指上涨 23.31%，沪深 300 上

涨 26.48%，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27.11%。2018 年初至今，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26.74%。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0.91%，涨幅居 28 个子板块中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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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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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证综指下降 0.22%，深证成指上涨 0.16%，创业板指上涨 1.57%，沪

深 300 下降 0.02%，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0.91%。本周涨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

农林牧渔、房地产、有色金属，涨幅分别为 3.59%、2.72%、2.41%；跌幅前

三的板块分别是家用电器、食品饮料、休闲服务，跌幅分别为 3.54%、3.15%、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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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光学光电子分别上涨 4.66%，

0.48%，1.95%，其他电子、电子制造下跌 3.60%，0.07%。电子板块三级行

业中，涨幅前三的是半导体材料(申万)、分立器件(申万)、被动元件(申万)，涨

幅分别为 5.26%、4.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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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14  4.66  

801082.SI 其他电子Ⅱ(申万) 4177.07  -3.60  

801083.SI 元件Ⅱ(申万) 3529.52  0.48  

801084.SI 光学光电子(申万) 1297.96  1.95  

801085.SI 电子制造Ⅱ(申万) 3605.59  -0.07  

850811.SI 集成电路(申万) 2333.32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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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812.SI 分立器件(申万) 1241.95  4.40  

850813.SI 半导体材料(申万) 2512.45  5.26  

850822.SI 印制电路板(申万) 3119.71  0.14  

850823.SI 被动元件(申万) 3620.62  1.00  

850831.SI 显示器件Ⅲ(申万) 1037.28  4.08  

850832.SI LED(申万) 1417.58  -2.71  

850833.SI 光学元件(申万) 2343.81  0.82  

850841.SI 其他电子Ⅲ(申万) 4187.13  -3.60  

850851.SI 电子系统组装(申万) 2360.51  -0.32  

850852.SI 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 4766.4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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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洋、富瀚微、康强电子、富满电子、

科达利，涨幅分别为 30.58%、20.78%、16.54%、14.95%、13.83%。跌幅

前五的个股为大族激光、鸿利智汇、智动力、晶方科技、力源信息，跌幅分别

为 23.54%、18.29%、10.91%、10.6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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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16.SZ 久之洋 30.58 002008.SZ 大族激光 -23.54 

300613.SZ 富瀚微 20.78 300219.SZ 鸿利智汇 -18.29 

002119.SZ 康强电子 16.54 300686.SZ 智动力 -10.91 

300671.SZ 富满电子 14.95 603005.SH 晶方科技 -10.61 

002850.SZ 科达利 13.83 300184.SZ 力源信息 -8.46 

000536.SZ 华映科技 13.78 603679.SH 华体科技 -8.06 

600666.SH *ST瑞德 13.53 300566.SZ 激智科技 -7.53 

002288.SZ 超华科技 12.78 600703.SH 三安光电 -7.13 

002724.SZ 海洋王 12.54 002636.SZ 金安国纪 -7.11 

600110.SH 诺德股份 12.47 300726.SZ 宏达电子 -7.05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1. 浙江首根自主知识产权量产型集成电路用 12 英寸单晶硅棒出炉。单晶硅

棒是支撑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础功能材料，对工艺、材料和设备都有极高要

求。长期以来，全球 5 家硅片企业占据了整个 12 英寸半导体级硅片市场

97%以上的份额。到目前为止，我国集成电路用 12 英寸硅片正片几乎全

部依赖进口。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在硅片产业化的拉晶环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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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大技术突破，补上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缺失的重要一环，也能有效

推动衢州市加快成为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材料产业基地。（浙江在线） 

2. 浙江省杭州市召开的 2019 第二届柔性电子国际学术大会上，柔性电子与

智能技术全球研究中心研发团队发布了两款可任意卷曲弯折的超薄柔性

芯片。两款芯片厚度均小于 25 微米，约为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

之一。（新华网） 

3. 苹果已针对全球市场调整了产品线，放弃多款老机型，全面清退 iPhone 6，

主推中端产品。除了 iPhone 6 系列，iPhone SE 等老机型也将逐步清退。

目前在印度市场，苹果已将所有老机型全部下架，将入门机提升为 iPhone 

6S。调整后印度市场入门机售价为 2958 元人民币，比之前贵了 800 元左

右。（中关村在线） 

4. 江北新区举办了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高峰论坛，会上发布《江

北新区集成电路人才试验区政策（试行）》，以华大九天为牵头单位，联

合江北新区、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东南大学、华大半导体共同发

起成立的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南京市委常委、江北

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表示，集成电路设计是集成电路产业的关键环

节，江北新区将认真贯彻全市“4+4+1”主导产业体系部署，以建设国家

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为契机，致力于加快完善集成电路产业链

条，壮大产业实力，打造产业地标，为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自主可控贡献更

大力量。（南报网） 

5. 全球首颗全面支持北斗三号民用导航信号体制的高精度基带芯片“天琴二

代”正式发布，这枚是由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最强北斗

芯片。相较于“天琴一代”，天琴二代最明显的提升在于其单一芯片实现

了对全星座全频点的支持，特别是加入了对北斗三号民用导航信号体制的

支持，这使得搭载天琴二代的高精度产品能够接收到北斗三号系统的所有

导航信号，支持频点从 24 个增加到 31 个。（科技日报） 

6. 根据台湾地区内政部的公告，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新竹宝山的都市变更

计划，已经正式获得审议通过。这象征着继台积电在南科兴建的 5 纳米产

线之后，更加先进的 3 纳米制程即将来到，将使得让台积电稳坐技术领先

者的位置。台湾地区内政部都委会在 16 日晚间的公告指出，已经审议通

过台积电 3 纳米宝山厂都市计划变更案件，这对台积电预计投资超过新台

币 6000 亿元兴建 3 纳米宝山厂，2020 年动工，最快 2022 年底量产，具

有重大进展与帮助。（TechNews） 

7. 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官网信息显示，自今年 6 月以来，共有 8 款 5G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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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3C 认证，其中，华为占据 4 款，中兴、OPPO、vivo、一加各一款。

此外，信息显示，中兴 5G 手机在今年 4 月便获得证书，华为 4 款 5G 手

机在 6 月相继获得证书，OPPO、vivo、一加的 5G 手机则在 7 月获得证

书。（C114 通讯网） 

8. 以“5G商用 共赢未来”为主题的 IMT-2020峰会在北京召开，IMT-2020(5G)

推进组组长王志勤公布 5G 终端芯片最新测试进展，华为海思的巴龙 5000

芯片可支持 NSA/SA 两种模式，并已完成从室内到外场的全部网络测试。

高通参与测试的主要是 X50 的芯片，面向 NSA 的设计，也完成了全面测

试；联发科的芯片内容是面向 SA 和 NSA，目前完成了所有室内的测试，

室外的性能测试也在进展过程中；紫光展锐的测试正在开始。（新浪科技） 

9. 中国完成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的 5G 候选技术方案提交，ITU-R WP5D#32

会议在巴西布济乌斯结束。来自全球政府主管部门、电信制造及运营企业、

研究机构共约 18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代表团主要由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华为、中兴、中国信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单

位构成。本次会议我国完成了 IMT-2020（5G）候选技术方案的完整提交，

获得了 ITU 关于 5G 候选技术方案的正式接收确认函。（C114 通信网） 

10. 韩国三星官方在 18 日宣布，量产全球首款 12Gb LPDDR5 DRAM。该款

DRAM 针对未来智能手机中的 5G 和 AI 功能进行了优化。此外，三星还

计划本月底开始大量生产 12Gb 的 LPDDR5 模组，每个模组都包含 8 个

12Gb 芯片，总计达到 96Gb 的容量，如此以满足高端智能手机制造商对

更高手机性能和容量的需求。（全球半导体观察） 

11. 7 月 18 日，2019 年（第 33 届）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发布暨“创新聚

能 制造滨海”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天津滨海高新区举行。会上，经工信

部电子信息司审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了 2019 年（第 33 届）

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其中华为、联想、海尔位列榜单前三。本届百强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4.3 万亿元，比上届增长 22.9%；总资产合计 5.5

万亿元，比上届增长 25%。（全球半导体观察） 

12. 华为鲲鹏处理器正式商用，浙江移动营业厅前台系统成功迁移至基于鲲鹏

处理器的华为 TaiShan 服务器，这是全球首例基于鲲鹏处理器的运营商 IT

应用系统商用。营业厅前台系统是运营商最核心的业务受理系统之一，承

载着手机、宽带等核心业务，对系统处理性能、稳定性有较高要求。营业

厅系统的成功商用，证明了鲲鹏处理器在计算性能、稳定性等方面已满足

浙江移动商用要求。（全球半导体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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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公告 

 

表格1： 一周公司公告 

股票简称 公告类型 公司公告（0715-0721） 

水晶光电 权益分派 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 

云赛智联 权益分派 以公司总股本 13.68 亿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0.82 亿元。 

TCL 集团 非公开发行 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债券代码

为“112938”，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

元）。 

光韵达 非公开发行 本次研发项目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4.9 亿元，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0.44 亿股。 

容百科技 公开发行 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0.45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 11.98 亿元，

每股发行价格 26.62 元。 

福光股份 公开发行 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0.39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 9.79 亿元，每

股发行价格 25.22 元。 

中微公司 公开发行 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5.35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每

股发行价格 29.01 元。 

苏大维格 设立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维旺科技有限公司拟设立控股子公司盐城维

旺新材有限公司，维旺新材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方邦股份 公开发行 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0.2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 10.78 亿元，每

股发行价格 53.88 元。 

澜起科技 公开发行 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1.13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 28.02 亿元，

每股发行价格 24.80 元。 

嘉元科技 公开发行 公司拟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0.58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 15.10 亿元，

每股发行价格 28.26 元。 

北方华创 业绩快报 公司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总收入16.55亿元，同比增长18.63%，

营业利润 1.87 亿元，同比增长 12.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 亿元，同比增长 7.87%。 

睿创微纳 半年度报告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54 亿元，同比增长 1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468.99 万元，同比增长 102.77%。 

聚灿光电 半年度报告 公司 2019 年 1-6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4.51 亿元，同比增长 6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08 亿元，同比增长 162.63%。 

金运激光 半年度报告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4 亿元，同比增长 3.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2018 年上半年的 0.12 亿元，同比

增长 50.68%。 

晓程科技 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0.41

亿元至 0.46 亿元，上年同期盈利 124.7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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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科技 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0.47

亿元至 0.52 亿元，上年同期盈利 0.41 亿元。 

韦尔股份 股权交易 公司以现金 40.14 万美元收购北京视信源 20.07%的股权，交易完

成后持有视信源 100%股权。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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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