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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元器件: 5G 应用大幕拉开，VR/AR

渐行渐近》2019.09 

2《电子元器件: 华为引领的 3C 创新大幕正

拉开》2019.09 

3《水晶光电(002273 SZ,买入): 镀膜龙头尽

享 3D 感知、AR 新机遇》2019.09  
 

 

 

资料来源：Wind 

 新机纷至沓来，3C 产业链热度不减 

TMT 一周谈之电子-20190915 
华为 Mate30 即将发布，作为重磅 5G 终端有望强化 3C 产业链投资热度 

过去一周电子板块上涨 1.98%，维持强势行情，继上周苹果发布会之后，9

月 18 日华为将于德国慕尼黑推出 5G 终端 Mate 30 系列，一方面拉升华为
手机全年出货量预期，另一方面强化 3C 产业链市场关注度。基于我们 Q2

末以来对电子板块“短中长成长逻辑兼备”的判断，我们对电子后续行情
展望乐观，看好在 5G 时代由网到端展现竞争力的华为引领消费电子进入
高速物联的新一轮创新周期，投资主线依然围绕射频前端集成化、天线有
源化及核心元器件国产化，主题方面建议关注 VR/AR、交互式智能平板等。 

 

苹果新机可选配 USB-C 18W 快充方案，PCB 平面变压器契合快充趋势 

根据苹果官网讯，各款 iPhone 新机的待电时长均有显著提升，且支持快充
和 Qi 无线充，而要实现 30 分钟充至 50%以上电量需使用单独购买的 18W

电源适配器。面对已成趋势的高功率快充需求，PCB 平面变压器的优势日
益凸显，由于此类变压器没有漆包线绕组，而是将扁平的连续铜制螺旋线
刻蚀在 PCB 上，所以相较于传统绕线变压器而言，PCB 平面变压器的表
面积明显提高，热阻大幅下降，可有效满足高功率快充应用的散热要求，
相关产业链推荐基于叠层平台和绕线平台实现品类扩张的顺络电子。 

 

苹果 Xcode 11 GM 具备 AR 显示设备开发框架，VR/AR 产业加速成熟 

苹果上周发布了应用开发环境 Xcode 11 的 Golden Master 版本，其中自
带 ARDisplayDevice(AR 显示设备)开发框架，并引用了用代号标记的终端
产品，包括 Franc、Luck 和 Garta。此前，在 iOS 13 固件的代码中也存在
对这些名称的引用，还有一个可切换头戴模式的 APP。由此可见，苹果在
AR 产品上的尝试从未停止，我们认为，品牌大厂孕育多年的 VR/AR 终端
有望在 5G 网络推广过程中加速落地，以 VR/AR 为代表的实景交互体验将
成为通信产业拓展交互内容纵深的有效途径，代表着通信方式的升级方向，
继续推荐歌尔股份、水晶光电、利亚德，建议关注苏大维格、联创电子。 

 

本周专题：苹果新机创新符合预期，低调搭载 UWB 芯片筹谋物联网 

北京时间 9 月 11 日凌晨 1 点，苹果发布了新品 iPhone11、iPhone11 Pro

和 iPhone11 Pro MAX，除了 A13 仿生处理器、多颜色玻璃机壳、广角摄
像头方面的创新之外，超宽频（UWB）芯片成为 iPhone 新机低调搭载的
“秘密武器”，为物联网应用预备了硬件基础。我们认为，苹果此次发布的
新机在创新上符合此前市场预期，尽管并不支持 5G，但是由于 iPhone11

的起售时间较去年的 iPhone XR 提前近 2 个月，定价也颇具竞争力，因此
对于供应链 Q3 的业绩仍将形成有效提振，同时也有望推动 UWB 技术在
5G IoT 时代的普及，建议关注立讯精密、歌尔股份、蓝思科技、环旭电子。 

 

投资组合 

硕贝德、视源股份、歌尔股份、顺络电子、江海股份、水晶光电、立讯精
密、光弘科技、海康威视、洲明科技、利亚德、鹏鼎控股、京东方 A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中业绩兑现风险，电子产品渗透率不及预期的风险。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收盘价 (元) 投资评级 

EPS (元) P/E (倍)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300322.SZ 硕贝德 19.10 买入 0.14  0.35  0.54  0.72  134.46  54.57  35.37  26.53   

002138.SZ 顺络电子 23.20 增持 0.42  0.76  0.93  1.16  54.81  30.53  24.95  20.00   

002241.SZ 歌尔股份 14.69 买入 0.66  0.37  0.50  0.59  22.28  39.70  29.38  24.90   

002841.SZ 视源股份 88.99 买入 1.05  2.42  3.30  4.07  84.43  36.77  26.97  21.86   

002484.SZ 江海股份 7.09 买入 0.23  0.38  0.50  0.62  30.41  18.66  14.18  11.44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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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行业评级：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102/031d2575-6e0c-42c3-911d-bff26d84327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102/031d2575-6e0c-42c3-911d-bff26d84327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5/56450b00-ed9f-4f81-ab19-0dbf8ab9273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5/56450b00-ed9f-4f81-ab19-0dbf8ab9273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06be29b5-1361-4412-99c7-8803a76ed0d5.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06be29b5-1361-4412-99c7-8803a76ed0d5.pdf


 

行业研究/专题研究 | 2019 年 09 月 15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 

本周观点 
 

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上证综指、申万 A 股、沪深 300 分别上涨 1.05%、1.35%、0.60%，电子行业

整体上涨 1.98%，二级子行业中显示器件、光学光电子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6.56%、3.79%，

元件表现相对弱势，上涨 0.54%。海外市场台湾资讯科技指数下跌 0.11%，恒生资讯科技

业上涨 1.89%。 

 

图表1： 一周内各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 一周内行业走势  图表3： 一周内各子板块走势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 一周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涨幅前十 公司代码 涨跌幅（%） 跌幅前十 公司代码 涨跌幅（%） 

激智科技 300566.SZ 18.42 深赛格 000058.SZ (10.52) 

三安光电 600703.SH 14.75 北京君正 300223.SZ (6.12) 

晶方科技 603005.SH 14.64 依顿电子 603328.SH (5.83) 

安彩高科 600207.SH 13.88 福光股份 688010.SH (5.04) 

天津普林 002134.SZ 13.60 胜利精密 002426.SZ (4.90) 

弘信电子 300657.SZ 13.47 博敏电子 603936.SH (4.69) 

润欣科技 300493.SZ 12.81 宜安科技 300328.SZ (4.15) 

碳元科技 603133.SH 12.73 世运电路 603920.SH (4.13) 

浩云科技 300448.SZ 12.59 华正新材 603186.SH (4.05) 

名家汇 300506.SZ 11.76 蓝思科技 300433.SZ (3.75)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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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新机创新符合预期，低调搭载 UWB 芯片筹谋物联网 

 

北京时间 9 月 11 日凌晨 1 点，苹果 19 年芯片发布会在苹果总部召开，主题“致创新”。

在此次发布会上，苹果发布了新品 iPhone11、iPhone11 Pro 和 iPhone11 Pro MAX，均搭

载新发布的 A13 仿生处理器芯片，根据苹果公布的数据，A13 处理器是目前智能手机上最

快的 CPU 和 GPU，性能几乎是高通骁龙 855 的两倍，有着更快的 Face ID 人脸识别和性

能表现。iPhone11 起售价为 5499 元，顶配版为 6799 元；iPhone11 Pro 起售价为 8699

元，顶配版为 11799 元；iPhone11 Pro Max 起售价为 9599 元，顶配版为 12699 元。 

 

我们认为，苹果此次发布的新机在创新上符合此前市场预期，尽管并不支持 5G，但是由

于 iPhone11 的起售时间较去年的 iPhone XR 提前近 2 个月，定价也颇具竞争力，因此对

于供应链企业三季度的业绩仍将形成有效提振，建议关注立讯精密、歌尔股份、蓝思科技、

环旭电子。 

 

图表5： 苹果 19 年新机与旧款机型配置及价格对比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外观、摄像头、UWB 芯片是此次 iPhone 新机的主要亮点。此次推出的 iPhone 11 搭载

6.1 寸 LCD 显示屏，机身共有紫色、黄色、绿色、黑色、白色、红色 6 款，搭载 OLED

显示屏的 iPhone11 Pro 系列共有金色、深空灰、银色、暗夜绿色 4 款，均采用经过双离

子交换工艺强化后的玻璃机身，抗水深度较 XR 翻倍。 

 

图表6： iPhone 新机的外观和颜色示意图  图表7： iPhone 新机依旧采用金属中框+双玻璃机壳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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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iPhone 11 的摄像头由此前 iPhone XR 的单摄升级为双摄，其中一颗为 1200

万像素的广角镜头，一颗为 1200 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而 iPhone11 Pro 系列的摄像头则

采用了类似华为开创的“浴霸”款 3 摄，较去年的双摄新增一颗 1200 万像素、13 毫米焦

距、120°视角的超广角镜头。由此可见，光学镜头和拍照能力的提升依旧是高端智能手

机进行产品升级迭代的主要方向。 

 

图表8： iPhone 新机的屏幕配置情况  图表9： iPhone 新机的摄像头配置情况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除了外观和摄像头方面之外，超宽频（UWB）芯片成为 iPhone 新机低调搭载的“秘密武

器”，为物联网应用预备硬件基础。由 iPhone 新机的的蜂窝网络和无线连接配置情况来看，

iPhone 11 的 LTE 通信依然采用 2X2 MIMO 技术，而 iPhone 11 pro 已搭载 4X4 MIMO，

所有新机均新增了用于空间感知的 UWB 芯片，能够精准定位同样配备 U1 芯片的苹果设

备，以传送文件为例，用户只需将装有 U1 芯片的 iPhone 指向其中一台同样装有 U1 的设

备，就可以让后者优先获取用户所传递的文件。 

 

图表10： iPhone 11 的蜂窝网络和无线连接配置  图表11： iPhone 11 pro 的蜂窝网络和无线连接配置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2： 苹果新机低调搭载 UWB 芯片 U1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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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UWB 是一种空间定位技术，主要用于封闭环境中。传统的无线通信往往使用

较窄的频段，频段内可实现较高的功率密度，而 UWB 则使用非常宽的频谱，但是频点上

的功率密度都很低，有效降低了对其他使用该频段的通信协议的干扰。 

 

图表13： 苹果新机低调搭载 UWB 芯片 U1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UWB 定位方法类似雷达，发射端发射一个脉冲，接收端则根据脉冲信号的飞行时间来判

断发射和接受端的距离。目前，UWB 可以做到几十厘米的距离测量精度，因此非常适合

做室内定位应用。以智能家居这一引用场景为例，家里的智能终端可以通过手机上的 UWB

芯片来确定人的位置，当人从客厅走向卧室之时，由于感知到了 UWB 信号的位置转换，

客厅的灯自动关闭，卧室的灯自动开启。 

 

图表14： 苹果新机低调搭载 UWB 芯片 U1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UWB 主要用于封闭环境中的精准定位  图表16： UWB 技术在物联网应用的想象空间广阔 

 

 

 

资料来源：EET，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ET，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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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概览 
 

图表17： 重点公司最新观点   
公司名称 最新观点 

硕贝德 

(300322.SZ) 

上半年业绩符合预期，天线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54.64%，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8.50 亿元（YoY+2.33%），其中天线 4.23 亿元（YoY+54.64%）、指纹模组 2.67 亿元（YoY-20.14%）、

芯片封装 1.12 亿元（YoY-23.65%）。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0.91 亿元（YoY+174.1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0.32 亿元（YoY+21.02%），

符合市场预期。公司自 17 年起坚定践行“两个聚焦、一个强化” 的发展战略，不断加大在终端天线、基站天线、车载 V2X 天线、射

频前端模组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力度，根据公司中报，上半年 5G 相关业务的商业化进展情况亮眼，维持 19-21 年

0.35/0.54/0.72 元的 EPS 预期，目标价 19.32-20.37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硕贝德(300322,买入): 业绩符合预期，5G 天线全面发力 

歌尔股份 

(002241.SZ) 

业绩超预期，智能无线耳机和智能穿戴业务构成核心增长动能 

歌尔发布 19H1 业绩：收入同比增长 61.1%至 135.76 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7.7%至 5.24 亿元，略超市场预期；扣非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 56.7%至 4.17 亿元。其中，19Q2 收入同比增长 79.7%至 78.7 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2.8%至 3.21 亿元，扣非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 52.6%至 2.56 亿元。我们认为歌尔当前正处于资产盈利能力修复拐点，看好歌尔在 5G 时代智能无线耳机、可穿戴设

备以及 VR/AR 市场需求放量中的增长潜能。我们预计 19-21 年 EPS 为 0.37/0.50/0.59 元，上调目标价至 14.96~16.08 元，重申“买

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歌尔股份(002241 SZ,买入): 业绩超预期，VR 龙头厉兵秣马 

顺络电子 

(002138.SZ) 

上半年业绩略低于预期，季度毛利率继续走高，维持增持评级 

顺络电子 19H1 实现营收 12.17 亿元(YoY+7.77%)，归母净利润 1.95 亿元(YoY-13.80%)，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82 亿元(YoY-4.95%)，

在去年同期被动件行业缺货涨价、客户备货提前造成的高基数前提下依然实现营收正增长，但是由于汇兑损失(19H1 共 664 万元)、研

发费用(19H1 共 8425 万元)及人工费用(19H1 员工数同比新增 906 人，人工支出增加 4362 万元)的拖累造成业绩略低于市场预期。公

司 Q2 单季营收 6.73 亿元(YoY+5.50%)创历史新高，毛利率环比提升 0.87pct 达 35.65%，我们维持对公司 19-21 年 0.76/0.93/1.16

元 EPS 预期，目标价上调至 26.45-28.71 元，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顺络电子(002138 SZ,增持): 毛利率继续走高，片感龙头掘金 5G 

水晶光电 

(002273.SZ) 

成像光学及生物识别助力营收增长，新型显示布局静待 AR 增长潜能释放 

水晶成立于 2002 年，是国内领先的精密光电薄膜元件供应商。水晶积极发掘 3D 感知/成像及 AR 眼镜增长机遇，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具

备窄带滤光片量产能力的公司，并通过外延投资及产业合作卡位 AR 市场。我们认为水晶将实现收入及利润稳健增长，因 1）多摄/潜

望式镜头模组及光学屏下指纹识别渗透率提升驱动蓝玻璃 IRCF 需求量提升；2）3D sensing 终端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窄带滤光片及晶

圆级镀膜需求大幅增加；3）AR 新品推出逐步释放行业增长潜能，前瞻布局新型显示实现 AR 镜片量产。我们预计 19-21 年 EPS 为

0.37/0.44/0.52 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水晶光电(002273 SZ,买入): 镀膜龙头尽享 3D 感知、AR 新机遇 

洲明科技 

(300232.SZ) 

19Q1 业绩超预期，5G 智慧灯杆成为新增亮点，维持买入评级 

18 年公司实现营收 45.24 亿元（YoY 49.29%），归母净利润 4.12 亿元（YoY 45.01%），扣非后净利润 4.03 亿元（YoY 58.79%），

业绩略低于我们预期，主要系汇兑损失、LED 显示毛利率下滑及销售费用超预期所致。19Q1 公司实现营收 11.18 亿元（YoY 30.09%），

归母净利润 0.82 亿元，在存在 0.2 亿元汇兑损失的影响下依然同比增长 56.65%，超出市场预期。我们看好在 DOT 时代，公司小间距

LED 应用市场的拓展、份额的提升以及产品结构的升级，看好智慧灯杆逐步成为公司重要的业绩增量，预计 19-21 年 EPS 分别为

0.77/1.12/1.43 元，目标价上调至 13.90-15.44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洲明科技(300232,买入): 小间距增势不减，5G 灯杆再添亮点 

江海股份 

(002484.SZ) 

上半年业绩符合预期，季度毛利率再创新高，维持买入评级 

江海股份 19H1 实现营收 9.56 亿元(YoY+5.78%)，归母净利润 1.03 亿元(YoY-5.10%)，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8.45 亿元(YoY+3.09%)，

在去年同期被动件行业缺货涨价、客户备货提前造成的高基数前提下依然实现营收和扣非归母净利润的正增长，符合市场预期。Q2 单

季公司实现营收 5.11 亿元(YoY+3.29%)，毛利率达 30.67%创历史新高，但在新品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的影响下，Q2 扣非归母净利润

为 0.51 亿元(YoY-16.67%)，我们维持对公司 0.38/0.50/0.62 元的 EPS 预期，目标价 7.64-8.79 元，重申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江海股份(002484 SZ,买入): Q2 毛利率再创新高，继续加码超容 

视源股份 

(002841.SZ) 

上半年业绩略超预期，Q3 业绩指引大幅超预期，维持买入评级 

视源上半年实现营收 72.05 亿元(YoY+15.85%)，归母净利润 5.64 亿元(YoY+46.4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5.35 亿元(YoY+45.73%)，

略超市场预期，主要系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跌造成的盈利能力改善，19H1 公司毛利率 25.99%，同比提升 6.22pct。此外，公司预计 1-9

月归母净利润 12.32-14.48 亿元，同比增长 45%-70%，对应 19Q3 单季归母净利润 6.68-8.84 亿元，同比增长 43.66%-90.11%，大幅

超出市场预期。基于公司毛利率的趋势性改善，我们将公司 EPS 预期由 2.21/3.01/4.12 元调整至 2.42/3.30/4.07 元，对应目标价由

78.55-83.23 上调至 84.83-92.10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视源股份(002841 SZ,买入): 优秀一如既往，Q3 指引大超预期 

TCL 集团 

(000100.SZ) 

剥离重组资产，备考收入、净利快速增长，维持“增持”评级 

2019年8月12日公司披露2019年中报，公司2019H1实现营业收入437.82亿元，同比-16.64%，归母净利润20.92亿元，同比+31.93%，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74.79%，符合我们预期。考虑到公司 Q2 开始剥离重组资产，备考口径下 2019H1 实现营业收入 261.19 亿元，

同比+23.94%，归母净利润 20.92 亿元，同比+42.28%。我们维持公司 2019-2021 年 EPS 为 0.32、0.39、0.43 元的预测，维持“增

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TCL 集团(000100,增持): 备考收入、归母净利同比+24%、+42%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389f9d36-93c5-4e71-b481-0b958c525dda.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0e7bf46e-f685-4b6c-a4ff-26cfca65efc4.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894e6b26-0e62-45d9-9c3a-39a7fa1ca00d.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06be29b5-1361-4412-99c7-8803a76ed0d5.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921b691a-566f-4402-9f46-009ad1cba68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484589b0-939b-41ff-a897-96a60318aca1.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623f3e52-30d2-429f-86e7-5555702e3f49.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5ca8d3f5-8986-4bf3-bcad-dc208b5001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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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 

(002415.SZ) 

Q2 改善明显，半年报超市场预期，维持“买入”评级 

海康公布 2019H1 财报，营收 239.23 亿元，归母净利润 42.17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41.2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6%、1.67%、

2.82%。2019 年 Q1、Q2 单季度营收分别为 99.42、139.81 亿元（同比增长 6.17%、21.46%），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5.36、26.81 亿

元（同比增长-15.41%、14.98%），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4.83、26.39 亿元（同比增长-18%、19.92%）。2019H1 虽净利润低增长，

但 Q2 环比改善明显，带来半年报总体超预期。同时 2019H1 海康毛利率为 46.33%，比上年同期提高 1.83pct。维持海康

2019-2021EPS1.44、1.74、2.11 元的预测，维持 “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海康威视(002415,买入): Q2 改善明显，2019H1 业绩超预期 

光弘科技 

(300735.SZ) 

宏观开局平稳，预期后续行业订单逐步向好，给予“增持”评级 

光弘同时公布 2018 年及 2019Q1 财报，2018 年营业收入 15.98 亿元，归母净利润 2.73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2.38 亿元，分别较

上年度增长 25.43%、57.48%、43.63%。2019 年 Q1 营业收入 4.41 亿元，归母净利润 0.82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0.69 亿元，分

别较上年度增长 63.55%、280.49%、247.19%。2018 年 H2 景气度提升，2019Q1 业绩靓丽。Q1 历来为行业淡季，同时还有春节因

素的扰动，而光弘 Q1 扣非 0.69 亿元，约为 2018 年 Q3、Q4 行业旺季之时归母净利润的 90%，大超预期。2019 年，头部客户品控

策略变化带来公司订单量价齐升，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光弘科技(300735,买入): “匠心”助力客户成就自我,扩产匹配客户需求 

大族激光 

(002008.SZ) 

营收总体平稳，非 IT 业务持续成长，给予“增持”评级 

大族激光同时公布 2018 年及 2019Q1 财报，2018 年营业收入 110.29 亿元，归母净利润 17.19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4.54 亿元，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4.59%、3.22%、-11.40%。2019 年 Q1 营业收入 21.26 亿元，归母净利润 1.60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42 亿

元，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25.65%、-55.92%、-19.54%。2018 年受大客户创新大小年及经济波动影响，大族 2018 年年报扣非业绩同比

下滑，但总体符合预期，其中非 IT 业务持续成长；激光设备收入对应终端客户 Capex，在预期经济触底背景下，预期后续行业订单逐

步向好，大族作为行业龙头更为受益，给予“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大族激光(002008,增持): 非 IT 业务持续成长，大客户创新弹性值得期待 

锐科激光 

(300747.SZ) 

价格战致毛利率承压，但锐科立足实际，战略得当，给予“增持”评级 

锐科激光同时公布 2018 年及 2019Q1 财报，2018 年营业收入 14.62 亿元，归母净利润 4.33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95 亿元，分

别较上年度增长 53.63%、56.05%、45.53%。2019 年 Q1 营业收入 3.99 亿元，归母净利润 1.00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0.79 亿元，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24.27%、-10.88%、28.56%。2018 年年报符合预期，2019 年 Q1 收入增长符合预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略低于预

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低于预期，主要系国内激光器价格战致毛利率承压，但针对价格战，锐科制定了“人才激励、产品质量提升、

工艺提升”的务实战略夯实自身龙头地位，给予“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锐科激光(300747,增持): 行业竞争激烈，制定务实战略夯实龙头地位 

利亚德 

(300296.SZ) 

18 年业绩低于预期，19 年聚焦产品创新及渠道建设，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发布 18 年年报，营收 77.01 亿元（YoY 19.01%），净利润 12.65 亿元（YoY 4.53%），扣非净利润 12.02 亿元（YoY 2.89%），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主要系 18 年各地政府执行“去杠杆”政策造成夜游经济、文化旅游营收增速低于预期。根据年报 19 年公司将一

方面加大智能显示前沿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培育 2C 业务；一方面将继续推进千店互联计划并加强海外营销体系投入。我们将公司

19-20 年 EPS 预期由 0.84、1.14 元下调至 0.61、0.73 元，目标价由 9.73-11.37 元下调至 9.15-9.76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利亚德(300296,买入): 不忘初心坚持产品创新与渠道建设 

大华股份 

(002236.SZ) 

大华 Q4 营收及利润增长企稳，静待 2019 年经营改善逐步体现  

大华发布 2018 年年报, 2018 年营业总收入 236.66 亿元，同比增长 25.58%；归母净利润为 25.32 亿元，同比增长 6.42%。其中 Q4

单季度营收 86.35 亿元，同比增长 21.26%,归母净利润为 9.68 亿元,同比增长 3.63%。2018 年，受国内经济去杠杆和海外贸易摩擦影

响，大华总体收入增速同比放缓，同时因综合毛利率的下降（1.07pct）及期间费用率的提升（0.07pct），导致全年利润同比增速不及

收入同比增速，不及预期。但 Q4 单季收入增速逐步企稳，且毛利回升。2019 年我们预计公司内部继续推进精细化管理，改善逐步体

现，预计 2019-21EPS0.85、0.99、1.25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大华股份(002236,买入): 经营改善效果初显， 静待 2019 宏微观改善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8： 建议关注公司一览表  

  09 月 12 日 朝阳永续一致预期 EPS (元) P/E (倍)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收盘价 (元)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信维通信 300136.SZ 34.68 1.02 1.13 1.50 1.94 34.00 30.69 23.12 17.88 

兆易创新 603986.SH 151.20 1.26 1.61 2.30 2.98 120.00 93.91 65.74 50.74 

激智科技 300566.SZ 22.18 0.27 0.50 0.65 0.82 82.15 44.36 34.12 27.05 

瑞丰光电 300241.SZ 7.17 0.16 0.39 0.57 0.74 44.81 18.38 12.58 9.69 

飞荣达 300602.SZ 46.65 0.53 0.95 1.28 1.63 88.02 49.11 36.45 28.62    

资料来源：朝阳永续、华泰证券研究所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5e4070a7-a83c-415a-adee-4182669b72a2.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dc6c0570-e395-47df-858c-53dda73b4063.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ca26a6ef-919d-41b5-8ed7-de19722323b3.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1f83c243-b884-4593-ae60-be8f3d4ea821.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586d9651-d3df-4399-97b4-63d5f5499720.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65b2d3c0-da2b-4974-8dfd-2ffec11d93f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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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图表19： 行业新闻概览  
新闻日期 来源 新闻标题及链接地址 

2019 年 09 月 12 日 品牌财富网 我国 AI 市场规模增速将达 34.8% 旷视等 AI 企业表现亮眼（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搜狐网 电信联通合资建 5G 网络对铁塔公司影响重大 预计 5G 铁塔数将大减（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凤凰财经 AMD 授权 RDNA GPU 给三星：获益 1 亿美元 毛利率 50%（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前瞻网 特朗普政府计划全美禁止调味电子烟，社交媒体掀起一轮戒 Juul 热潮（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通信世界网 剧透！2019 天翼智能生态博览会来袭，打造最全面 5G 体验秀（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搜狐网 明年将开启新一轮换机潮，机构看好 5G 相关产品的成长逻辑（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通信世界网 腾讯云与三家 SaaS 厂商达成战略合作 布局 SaaS 生态（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财联社 瑞士工业集团 ABB 机器人未来工厂在沪开工（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TechWeb 华为 Mate 30 包装盒及真机部分照曝光（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TechWeb Xcode 11 代码确认苹果正开发 AR 头盔（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搜狐网 又一福利政策！为了老用户不再流失，热锅上的中国移动“着急了”（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中证网 工信部：鼓励手机厂商自愿安装“调频信号接收模块”（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腾讯网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三年来跌跌不休，5G 总算可以带来一点希望（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通信世界网 5G 共建共享：5G 向前迈进一大步（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通信世界网 当物联网遇到 5G，应用百花齐放（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通信世界网 运营商否认对 5G 手机进行补贴，这笔费用谁来承担？（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半导体产业 中国力量初露峥嵘（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通信业 70 年迭代： 从书信电报到 5G 移动时代（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经济日报 计算机发展如何冲破“天花板”（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经济参考报 国产 IP 和芯片设计呼唤强芯之路（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凤凰网 国内 5G 手机已上市 9 款：累计出货量 29.1 万部（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凤凰财经 苹果 iPhone 11 没 5G 有问题吗？OPPO 副总：早买早享受（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搜狐网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电信官方已经声明 NSA 是真 5G！（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腾讯网 上半年 10 款畅销机排名出炉：华为全军覆没，第一意料之中！（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新浪财经 最大亮点是便宜了？ 苹果首次拉华为“找平衡”（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腾讯网 手机营销：华为变成了 OPPO，OPPO 走向了小米！（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阿思达克 中国信通院：8 月国内手机出货量按年下降 5.3%（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集微网 市场需求疲软？8 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 5.3%（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中证网 8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同比下降 5.3% 5G 手机出货 21.9 万部（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新浪财经 中国信通院：8 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同比环比均下降（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财联社 中国信通院：8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同比下降 5.3%（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集微网 半导体产业恐面临危机！韩国将就日本限贸向世贸组织申诉（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长沙晚报 世界计算机大会创新技术与产品应用成果展举行 56 家企业亮出绝活（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首席商业评论 日本电子产业大败局（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腾讯网 App 冗余难用删不净，谁来给手机减减负？（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搜狐网 电信联通合建 5G 网有人欢喜有人愁 四大通信设备商受影响严重（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蓝鲸财经 自动驾驶语音交互为时过早，但智能音箱进教室却不再遥远（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中国消费网 亿万像素成焦点 手机再掀像素之争（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界面 “拓荒”5G 手机应用场景，OPPO、苹果接连发布视频手机（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人民网 5G 手机上市首月销量比预想好（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通信世界网 iPhone 11 没有 5G，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凤凰财经 苹果急了！AI 芯片首次亮跑分喊话高通，浴霸三摄玩出新高度（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和讯网 电子烟国标“无法查询”已经被搁置？乌龙一场，大概率年内发布（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中国通信网 告别祖传 5V1A 充电器 iPhone 11 Pro 用上 18W 快充（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蓝鲸传媒 5G 手机密集问世，低价策略背后有哪些考量（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西南证券研究所 通信行业 2019 年半年报综述：二季度环比改善，无线侧、主设备、物联网增长亮眼（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搜狐网 iPhone “浴霸” 发布，顶配 1 万 2！最强机器学习芯片，计算性能吊打友商（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善用产业链布局优势 上海 5G 全球创新港开港（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搜狐网 苹果新品将出，专家觉得中国能救苹果，但苹果为什么不值得买？（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引爆下沉市场狂欢：京东携手新国货抢滩“Z 世代”消费（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腾讯网 新 Apple Watch 亮相，新增多种健康模式，399 美元起（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搜狐网 连亏三年，九号机器人还有没有出路？（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经济参考报 计算机产业迎政策红利（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每经网 OPPO 副总裁沈义人：4G、5G 并存或为未来中期的常态（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搜狐网 中国面板迅猛扩张，韩国面板无力抗衡被迫转型（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格隆汇 想赢的苹果，输不起的中场战争（点击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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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9 月 10 日 时代在线 距离苹果发布会不到一天了，OPPO 又截了个胡（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人民网 2019 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沙召开（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通信网 非法扣押 2 年的货物被退回 ! 华为：决定撤销诉讼（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新浪财经 IDC：明年 5G 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 1.235 亿部 占总出货量近 9%（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搜狐网 诺基亚 BH-705，一款合格的真无线蓝牙耳机（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搜狐网 独家：中国 5G 网络投资明晰：发 4 张牌照但只建 2 张 5G 网络（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人民邮电报 四川移动启动“5G 智慧交通”建设（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通信网 荣耀 20+荣耀 20 PRO 首降 300 元，售价 2499 元起（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搜狐网 独家：联通电信合建一张 5G 网续：预计减少资本开支数千亿（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搜狐网 业内分析 iPhone11 硬件日益保守 最大遗憾是失去 5G 先机（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阿思达克 IDC 料全球智能手机下半年出货量按年收缩 0.4%（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通信网 三大运营商 KPI 现多年来最大调整：禁止考核市场份额（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新浪财经 比亚迪电子长沙工厂华为手机正式批量下线（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搜狐网 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 5G 网络，简单点说就是“钱紧”！（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凤凰财经 内存卡革命：速度巨变（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财联社 IDC：2020 年全球智能手机反弹 出货量将同比增 1.6%（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通信网 微软总裁声援华为：美国政府的处理方式一点也不美式（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搜狐网 5G 商用启幕打开想象空间，行业大咖共话移动互联新十年｜GBAT 2019 大湾区 5G 峰会（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第一财经日报 智能可穿戴产品抢滩 IFA 展 生态系统闭环仍待构建（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凤凰财经 腾讯注册“腾任科技” 为了国行 Switch（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证券时报 400G 光模块即将规模化商用 上市公司备战“回暖行情”（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企业报 本土化大势所趋： 国产硅片有望步入黄金成长期（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重庆商报 5G 大幕拉开 消费电子业重心在哪？（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北京商报 人工智能进校园风险何在（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腾讯网 大事件！电信联通突然宣布共建 5G 网络，或为联手对抗中国移动（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重庆商报 小米发布 5G 手机  手机厂商 5G 生死战全面开打（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澎湃 苹果发布会前瞻：iPhone11 可能后置三摄，设计未大改（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搜狐网 上市满月 5G 手机“难尽人意”（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腾讯网 三星放大招，6000mAh+全新 ARM 架构，华为用户很期待（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腾讯网 余承东：希望 Mate X 在 10 月上市 将升级到麒麟 990 芯片（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BWC 中文网 美国两大巨头向美元和美国经济亮剑后，正升级为三巨头，事情有进展（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搜狐 iPhone 11 遭华为小米阻击，苹果成本降低 400 元，但拒绝降价！（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中国证券网 工信部：1-7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搜狐网 IFA 2019 欧洲行：TCL 狂晒黑科技，三星索尼都挡不住！（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搜狐网 独家：曝联通今年计划建 4.2 万个 5G 基站 用在 40 个城市（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搜狐网 中国首批行业 5G 终端曝光 华为 3 款中兴 1 款诺基亚 1 款（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搜狐网 中国移动“坐不住”了，执行这一政策，“阻止”更多用户携号转网（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新浪微博 首场方舟编译器开源技术沙龙在京举办，业界大咖共话软件产业创新（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TechWeb IHS：预计 2019 年 OEM 半导体支出同比下降 7%（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新浪微博 推想科技 CEO 陈宽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专题研讨会：让 AI 有价值（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腾讯网 开打了：‘5G 芯片’大战，拉开序幕！（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中国通信网 全新美图手机明年发布 小米总裁林斌微博为新机调研（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中国家电网 三大运营商将不对 5G 手机进行购机补贴（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搜狐网 开“倒车”的诺基亚翻盖机，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折叠屏（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中国经济网 这些难题压顶 彩电品牌应该如何走出围城（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新浪财经 中国计算机产业世界首位 去年主营业收入 1.95 万亿（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第一财经日报 逐鹿 5G 芯片（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证券日报 公募基金解读央行降准：消费科技等行业迎利好（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北京商报 5G 集成芯片来袭 市场话语权争夺正酣（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TechWeb 三星 Galaxy M30s 正式入网工信部 证件照曝光（点击查看原文）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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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eaa.com/2019/0909/561412.shtml
http://www.sohu.com/a/339676094_117625
http://www.ce.cn/cysc/zgjd/kx/201909/09/t20190909_33109774.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9-09-09/doc-iicezzrq4475954.shtml
http://buy.yicai.com/read/index/id/5.html
http://epaper.zqrb.cn/html/2019-09/09/content_506082.htm?div=-1
http://epaper.bjbusiness.com.cn/site1/bjsb/html/2019-09/09/content_435810.htm
http://mo.techweb.com.cn/phone/2019-09-09/27534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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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公司动态  
公司 公告日期 具体内容 

顺络电子 2019-09-11 关于董事长部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422.pdf 

歌尔股份 2019-09-11 关于为越南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4.pdf 

 2019-09-1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89.pdf 

 2019-09-11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4.pdf 

 2019-09-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6.pdf 

 2019-09-11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2.pdf 

 2019-09-1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8.pdf 

 2019-09-11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2019 年 9 月）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9.pdf 

 2019-09-11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1.pdf 

 2019-09-11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3.pdf 

 2019-09-11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88.pdf 

 2019-09-11 专项审核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3.pdf 

 2019-09-11 审计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7.pdf 

 2019-09-11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 年-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5.pdf 

 2019-09-11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0.pdf 

 2019-09-11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1.pdf 

 2019-09-11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0.pdf 

视源股份 2019-09-11 关于“视源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413.pdf 

 2019-09-10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38910.pdf 

 2019-09-10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38908.pdf 

洲明科技 2019-09-11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827.pdf 

 2019-09-11 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828.pdf 

 2019-09-11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826.pdf 

 2019-09-09 关于部分已获授但未解锁的 2016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09\5638622.pdf 

 2019-09-09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09\5638627.pdf 

利亚德 2019-09-0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跟踪报告（2019 年上半年）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09\5637482.pdf 

硕贝德 2019-09-12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2\5645951.pdf 

 2019-09-12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2\5645956.pdf 

 2019-09-12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2\564595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42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8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8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69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70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41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3891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3890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82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82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1/564182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09/563862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09/563862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09/563748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2/564595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2/564595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2/56459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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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公告日期 具体内容 

2019-09-10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40259.pdf 

锐科激光 2019-09-10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40821.pdf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经济下行中业绩兑现风险。在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消费者对 3C 电子产品的消费

意愿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换机周期相应拉长，进而拖累产业链公司业绩增长，因

此业绩兑现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 

 

电子产品渗透率不及预期的风险。电子行业创新性强、技术迭代快，新产品的渗透速度直

接影响供应链厂商的业绩增速，而创新是否能激发消费需求往往需要市场的检验，因此具

有不确定性的风险。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4025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9/2019-09-10/56408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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