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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周报（20190818） 

 川财周观点 

三四季度为手机等电子产品出货旺季，各品牌 5G手机也将逐步上市。据国家

质量认证中心官方网站显示，现已有 8 款通过国家 3C 认证的国产 5G 手机，

已经正式上线开售为两款，一款是中兴的 AXON 10Pro 5G 版本，另外一款则

是华为的华为 Mate20X 5G 版本。据华为官方数据，截至 8 月 15 日中午，华

为 Mate20X5G版的预约量已突破 100 万台。随着各大厂商 5G手机正式上市，

预计明年起将出现大规模的换机潮，带动智能手机出货量回暖。而我国国产

手机在全球市占率不断提升，据 IHS Markit 最新数据，2019 年第二季度，中

国智能手机品牌共占据 42%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中华为手机位列第二，OPPO

位居第三，供货量有望在三四季度进一步上涨。当前 5G 手机价格仍处高位，

但未来产能将进一步提升，手机产业链上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天线、材料

等细分领域有望在量价齐升效应下迎来机会。另外，除手机外，相关电子产

品同步出新，第五代 Apple Watch 将于下个月发布，利好国产 OLED板块替代。

建议关注优质标的歌尔股份、汇顶科技、京东方 A、立讯精密、东山精密、生

益科技、欣旺达、卓胜微、韦尔股份、北方华创等。 

 市场表现 

本周川财信息科技指数上涨 7.11%，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77%，创业板指上涨

4.00%，沪深 300 上涨 2.12%，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7.97%。电子行业指数板块

排名 1/28，整体表现优异。周涨幅前三的个股为弘信电子、维科技术、美格

智能，涨幅分别为 34.04%、32.79%、32.33%。跌幅前三的个股为锐科激光、

*ST 盈方、春兴精工，跌幅分别为 6.06%、5.18%、4.66%。    

 行业动态 

韩国政府决定，自 9月起，把日本从现有的 29个出口管理优惠国名单中移除，

列入新增的第三类出口国（半导体产业观察）；俄罗斯在公布的 2020 年前发

展 5G 技术构想最新草案中提出，将使用 4.4-4.99 千兆赫频段打造 5G 网络。

（央视新闻）。 

 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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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升 18.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8.03%；圣邦股份（300661）：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6 亿元，

同比去年上升 3.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30.49 万元，同比去年

上升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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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季度为手机等电子产品出货旺季，5G 手机也已逐步实现商业化应用。据

国家质量认证中心官方网站显示，现已有 8 款通过国家 3C 认证的国产 5G 手

机，已经正式上线开售为两款，一款是中兴的 AXON 10Pro 5G 版本，另外一

款则是华为的华为 Mate20X 5G 版本。据华为官方数据，截至 8 月 15 日中午，

华为 Mate20X5G 版的预约量已突破 100 万台。随着各大厂商 5G 手机正式上

市，预计明年起将出现大规模的换机潮，带动智能手机出货量回暖。而我国国

产手机在全球市占率不断提升，据 IHS Markit 最新数据，2019 年第二季度，

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共占据 42%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中华为手机位列第二，

OPPO 位居第三，供货量有望在三四季度进一步上涨。当前 5G 手机价格仍处

高位，但未来产能将进一步提升，手机产业链上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天线、

材料等细分领域有望在量价齐升效应下迎来机会。另外，除手机外，相关电子

产品同步出新，第五代 Apple Watch 将于下个月发布，利好国产 OLED 板块

替代。建议关注优质标的歌尔股份、汇顶科技、京东方 A、立讯精密、东山精

密、生益科技、欣旺达、卓胜微、韦尔股份、北方华创等。 

 

二、市场表现 

2019 年初至今，上证综指上涨 13.23%，创业板指上涨 25.39%，沪深 300 上

涨 23.25%，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36.68%。2018 年初至今，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21.23%。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7.97%，涨幅居 28 个子板块中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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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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77%，深证成指上涨 3.02%，创业板指上涨 4.00%，沪

深 300 上涨 2.12%，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7.97%。本周涨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

电子、食品饮料、计算机，涨幅分别为 7.97%、6.54%、5.13%；跌幅前三的

板块分别是银行、建筑装饰、钢铁，跌幅分别为 0.52%、0.1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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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电子制造、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其他电

子分别上涨 5.55%，11.14%，6.97%，6.59%，7.56%。电子板块三级行业中，

涨幅前三的是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光学元件(申万)、电子系统组装(申万)，

涨幅分别为 11.51%、10.99%、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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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95  6.97  

801082.SI 其他电子Ⅱ(申万) 4215.41  7.56  

801083.SI 元件Ⅱ(申万) 4000.30  5.55  

801084.SI 光学光电子(申万) 1303.11  6.59  

801085.SI 电子制造Ⅱ(申万) 4137.65  11.14  

850811.SI 集成电路(申万) 2517.18  7.52  

850812.SI 分立器件(申万) 1223.16  6.31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电
子

食
品
饮
料

计
算
机

医
药
生
物

通
信

休
闲
服
务

轻
工
制
造

综
合

国
防
军
工

传
媒

非
银
金
融

交
通
运
输

化
工

商
业
贸
易

公
用
事
业

电
气
设
备

机
械
设
备

建
筑
材
料

汽
车

农
林
牧
渔

纺
织
服
装

房
地
产

采
掘

家
用
电
器

有
色
金
属

钢
铁

建
筑
装
饰

银
行

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

7.97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尾页的重要声明 

 6/11 

850813.SI 半导体材料(申万) 2336.59  2.82  

850822.SI 印制电路板(申万) 3716.15  4.64  

850823.SI 被动元件(申万) 3784.87  7.19  

850831.SI 显示器件Ⅲ(申万) 1025.24  6.08  

850832.SI LED(申万) 1426.66  6.27  

850833.SI 光学元件(申万) 2609.10  10.99  

850841.SI 其他电子Ⅲ(申万) 4225.56  7.56  

850851.SI 电子系统组装(申万) 2704.30  10.72  

850852.SI 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 5477.63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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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信电子、维科技术、美格智能、长信科

技、领益智造，涨幅分别为 34.04%、32.79%、32.33%、32.13%、24.78%。

跌幅前五的个股为锐科激光、*ST 盈方、春兴精工、贤丰控股、亚世光电，跌

幅分别为 6.06%、5.18%、4.66%、4.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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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57.SZ 弘信电子 34.04 300747.SZ 锐科激光 -6.06 

600152.SH 维科技术 32.79 000670.SZ *ST盈方 -5.18 

002881.SZ 美格智能 32.33 002547.SZ 春兴精工 -4.66 

300088.SZ 长信科技 32.13 002141.SZ 贤丰控股 -4.66 

002600.SZ 领益智造 24.78 002952.SZ 亚世光电 -3.68 

300709.SZ 精研科技 22.05 200045.SZ 深纺织 B -3.60 

002484.SZ 江海股份 20.36 002841.SZ 视源股份 -2.92 

603068.SH 博通集成 19.81 603228.SH 景旺电子 -1.91 

300602.SZ 飞荣达 18.92 300219.SZ 鸿利智汇 -1.70 

002635.SZ 安洁科技 18.22 600707.SH 彩虹股份 -1.50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1. 华为召开 2019 华为开发者大会，会上除了重磅发布备受瞩目的鸿蒙 OS

外，还正式推出了凌霄 WiFi-loT 芯片以及鸿鹄 818 智慧芯片，其自研芯片

家族进一步壮大。鸿鹄 818 智慧芯片搭载魔法画质引擎，全方位提升画面

清晰度、对比度、色彩表现等；此外，该芯片支持 8K@30fps、4K@120fps

的超强视频解码能力，并超前支持 6400 万像素的图片解码等。至此，华

为已公开亮相的自研芯片家族已包括了麒麟系列芯片、昇腾系列芯片、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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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系列芯片、5G 系列芯片（巴龙与天罡）、凌霄系列芯片、鸿鹄系列芯

片。（半导体产业观察） 

2. 合肥市发改委组织开展 2019 年度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相关

事项申报工作，合肥将鼓励集成电路企业做大做强，对经认定的年度销售

收入首次突破 5000 万元、1 亿元、5 亿元、10 亿元、20 亿元的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分别给予企业管理团队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100 万元、15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每上一个台阶奖励一次。对经

认定的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5 亿元、10 亿元、50 亿元、100 亿元的集

成电路制造、封装测试、装备及材料类企业，分别给予企业管理团队最高

不超过 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5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每上一个

台阶奖励一次。企业同一年度连续突破一次以上的，按最高奖励金额给予

奖励。（半导体产业观察） 

3. 据 flipkart 消息，这家印度电商放出了 realme 5 系列的宣传海报。海报显

示 realme 5 系列将于 8 月 20 日在印度发布。realme 的“RMX1903”手

机已于上个月在印度尼西亚获得认证。根据 realme 官方的说法，即将推

出的 realme 新机将有三款，均为后置四摄，其中一款将采用 6400 万像素

的主摄像头。（钛媒体） 

4. 韩国政府决定，自 9 月起，把日本从现有的 29 个出口管理优惠国名单中

移除，列入新增的第三类出口国。日本外务省干部表示，“我们将在确认

韩方采取本次措施的理由，及具体内容等详细情况之后，再决定如何应

对。”韩国取消日本出口优惠国待遇的决定，是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

成允模，于当地时间 12 日下午 2 时举行记者会时公布的。成允模表示，

对日出口将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批标准。鉴于此，韩国对日出口时的审查文

件将有所增加，审批时间也将有所延长。（半导体产业观察） 

5.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消息，俄罗斯在公布的 2020 年前发展 5G 技术构

想最新草案中提出，将使用 4.4-4.99 千兆赫频段打造 5G 网络。报道还指

出，4.4-4.99 千兆赫这一频段范围目前只有中国和日本采用。（央视新闻） 

6. 苏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建设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将加快推动苏州 5G 建设、应用和产业发展。

根据该政策措施，苏州市工信局、市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共同组织

编制并发布苏州市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5G 规划)，并推动苏州市电

信运营商在规划的引领下加快基站部署，到 2019 年底完成 5000 个基站

建设任务，到 2021 年底建成 23000 余个基站，实现苏州全市范围 85%以

上的覆盖率。（通信产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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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13 日举行董事会，会中核准 2,009.1 亿元（新台币，

下同）资本支出，用于包括兴建厂房，建置、扩充及升级先进制程产能，

建置特殊制程产能，以及 2019 年第 4 季研发资本预算与经常性资本预算

等用途上。另外，也核准 2019 年第 2 季每股 2.5 元之现金股利，并且通

过黄仁昭财务长暨发言人以及章勳明升任副总经理人事案。（半导体产业

观察） 

8. 全球移动应用数据平台 App Annie 发布 2019 年 7 月热门应用排名。数据

显示，在线视频平台在用户支出 TOP10 中占据五席，Netflix、Youtube

跻身前三甲，爱奇艺 APP 位列第四、也成为排名最高的中国移动应用。

（钛媒体） 

9. 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反倾销措施发起期终复审

调查的公告》。公告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

条规定，商务部决定自 2019 年 8 月 14 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

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通信世界网） 

10. 存储器大厂美光科技（Micron）14 日宣布完成新加坡 NAND Flash 厂 Fab 

10A 扩建。美光执行长 Sanjay Mehrotra 表示，新厂区将视市场需求调整

资本支出及产能规划，并应用先进 3D NAND 制程技术，进一步推动 5G、

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等关键技术转型。此外，美光亦将加码在中国

台湾 DRAM 厂投资，台中厂扩建生产线可望在年底前落成。（半导体产

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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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0818） 

旭光股份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3亿元，同比去年上升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1.46 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15.45%。 

鼎龙股份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9亿元，同比去年下降1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7.05%。 

共达电声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7亿元，同比去年上升2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0.36 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157.74%。 

生益科技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73亿元，同比去年上升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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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9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18.02%。 

康强电子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2亿元，同比去年下降1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8.14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21.82%。 

利通电子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8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5.75 万元，同比去年下降

15.34%。 

德赛电池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28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16.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27.70%。 

TCL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7.82 亿元，同比去年下降

16.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2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31.93%。 

鹏鼎控股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3.39亿元，同比去年下降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41.60%。 

博敏电子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07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22.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122.91%。 

华正新材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7亿元，同比去年上升2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7.84 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47.22%。 

北方华创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5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18.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8.03%。 

联得装备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4亿元，同比去年上升1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96.61 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15.07%。 

必创科技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05.28 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16.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17 万元，同比去年上

升 11.05%。 

南大光电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9亿元，同比去年上升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2.28万元，同比去年下降 9.09%。 

科达利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3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46.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25.24 万元，同比去年上

升 259.17%。 

圣邦股份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6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30.49 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47.19%。 

雷曼光电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6亿元，同比去年上升2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4.41 万元，同比去年上升

60.60%。 

亿纬锂能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30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34.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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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3%。 

大华股份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7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10.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9 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14.51%。 

兴森科技 半年度报告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66亿元，同比去年上升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亿元，同比去年上升 44.64%。 

鹏鼎控股 子公司增资 

同意由全资子公司鹏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鹏鼎”）向

鹏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鹏鼎”）增资新台币 15

亿元。 

杉杉股份 股权激励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6,600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5.88%，行权价格为每股 11.29 元，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128人，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在册

员工总人数 4,343 人的 2.95%。 

亚世光电 设立子公司 

拟以总投资额 300万港元在中国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和赢有

限公司，用于开展与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有关的光电显

示产品的海外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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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