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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 行业周报 投资评级：推荐 

科创板开市，通信电子热度升温 
               —通信、电子 2019.7.28 周报 

核心观点 行业表现对比图 

市场回顾： 

本周市场在科创板带领下实现了小幅上涨，上证综指上涨 0.7%，创业

板上涨 1.29%；通信和电子板块涨幅较大，其中申万通信指数上涨 1.8%，

申万电子指数上涨 5.85%。 

周报观点： 

本周，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迎来的正式挂牌，在此带动下，通信和电子

板块实现了较大涨幅。从具体行业来看，目前 5G的规模建设已经开启，

我们看到在 7月 25日，中国移动重新启动 5G试验型终端第二批集采，

计划采购 2700台 5G试验型终端，预估总价值 3247万元（含税）。此

次重新招标，由此前的第一标包的 6名固定中标人改为 1~6名；标包二

的 3名固定中标人改为 1~3名。同时设备商方面，爱立信发布了第二季

度财报，5G业务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本周诺基亚首席执行官苏立

（Rajeev Suri）也对第二季度强劲的 5G需求对该公司数据的影响表示

满意。所以就目前的进展看，全球的 5G建设都在有条不紊的快速推进。

国内来看，在下半年，运营商招标、建成基站数量、开通 5G服务城市、

组网进度和力度等一系列可能对板块形成催化的事件和节点，所以我们

认为下半年我们对 5G乃至通信行业的看法是，机会将主要来自于超预

期催化后的估值提升，重点推荐中兴通讯、沪电股份、深南电路、飞荣

达、东山精密等。 

本周电子板块尤其是消费电子个股涨幅较为明显，我们认为这和科创板

公司带动个股的估值修复有关，并且本周关于 5G终端、芯片自主创新

的升温也带动了板块的上扬。在本周的 26日，华为正式发布旗下首款

5G 手机，即华为 Mate 20 X 5G，官方售价为 6199元（8GB+256GB），

华为官方介绍 Mate 20 X 5G搭载华为自主研发的麒麟 980芯片和巴龙

5000 5G 基带芯片，是全球首款商用支持 SA/NSA 5G双模的手机，这是

全球首款单芯多模 5G基带，基于 7nm工艺制程打造，不仅支持 5G SA

独立及 NSA费独立组网，还支持 4G、3G、2G网络。而根据苏宁易购总

裁侯恩龙对外透露，“818”期间上市的 5G手机新品包括：华为 Mate20X5G

版、vivo iQOO5G版、三星 Note105G 版和中兴 AXON10Pro5G手机。其

中中兴 AXON 10 Pro 5G手机已在苏宁易购线上预约，将于 8月 5日在

苏宁线上线下渠道同步开售。我们认为下半年 5G手机或将迎来上市潮，

有可能推动已经连续下滑了近 2年的手机销量企稳回升，所以我们继续

看好智能手机产业链上的龙头公司，重点仍然首推立讯精密。 

 

风险提示：市场系统风险，5G进度低于预期，智能手机景气度持续下

滑。 

 

重点新闻及动态 

1、根据 Voanews消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本周告诉彭博社，特

朗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作出对华为供货许可的最终裁决。从目前形

势看，我们认为可以偏乐观一点，最终裁决有可能是带有条件和步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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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放开。另外，据雅虎财经加拿大版报道，华为本周宣布将与加拿大

运营商 Ice Wireless和 Iristel合作，到 2025年为加拿大北极地区的

20 个社区以及魁北克省北部的另外 50个村镇提供高速无线服务。华为

表示，在“安全审查计划”之下已获得加拿大联邦政府对上述项目的批

准。 

 

2、东山精密发布半年业绩快报，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

入 99.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37%；营业利润 4.61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56.42%；利润总额 4.6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3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72%；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60%。公司通信业务相比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本期

合并财务报表新增了 Multek，以及盐城生产基地投产对公司业绩的贡

献；2019年上半年公司印刷电路板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5亿元，实现净

利润 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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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证券投资评级 

国都证券行业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投资 

评级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赢综合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跟随综合指数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跑输综合指数 

 

国都证券公司投资评级的类别、级别定义 

类别 级别 定义 

投资 

评级 

强烈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15%以上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在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变动幅度介于±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跌幅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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