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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周报（20190915） 

 川财周观点 

本周电子板块部分回调，但整体表现尚可。短期来看，受 iPhone11 系列发布

催化，本周光学光电子板块表现亮眼，京东数据显示，iPhone11 的预售量比

去年增长 480%，关注量超过 1600万人。而下周，华为 Mate 30系列将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正式亮相，Mate X 则预计将于 10 月在中国上市。Mate 30 在硬

件方面，或将搭载此前公布的麒麟 990 5G 芯片，麒麟 990 5G 目前是业内最

小的 5G手机芯片方案，基于业界最先进的 7nm+ EUV工艺制程，首次将 5G Modem

集成到 SoC 芯片中，面积更小、功耗更低；系统方面，则将采用发布者大会

发布的 EMUI10，全新的 EMUI10 带来了焕新 UX 设计、全场景体验以及畅快新

标准的三大更新。长期来看，外管局取消 QFII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进一

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截至 2019年中报，QFII持股比例中通信、计算机、电子分别排名在第 6、8、

11 位，合计持股比例 5.56%，伴随外资进一步流入，价值属性较强的 TMT 标

的有望进一步获得市场认可。业绩表现优秀、研发投入较高的相关标的如下，

设计公司圣邦股份、景嘉微、紫光国微、汇顶科技、卓胜微、闻泰科技、博

通集成，设备公司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电子元件公司沪电股份、生益科技、

立讯精密、鹏鼎控股、顺络电子等。 

 市场表现 

本周川财信息科技指数上涨 1.90%，上证综指上涨 1.05%，创业板指上涨

1.08%，沪深 300 上涨 0.60%，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1.92%。电子行业指数板块

排名 12/28，整体表现一般。周涨幅前三的个股为三利谱、激智科技、三安光

电，涨幅分别为 21.53%、18.42%、14.75%。跌幅前三的个股为北京君正、依

顿电子、博敏电子，跌幅分别为 6.12%、5.83%、4.69%。      

 行业动态 

芝奇国际宣布再度突破内存超频世界纪录，以 DDR4-6016MHz 的惊人速度，

成为全球最快超频内存速度纪录保持者（半导体产业观察）；苹果 2019 年秋

季新品发布会举行，苹果发布了其新一代 iPhone 以及新一代 iPad、Apple 

Watch Series 5 等产品（半导体产业观察）；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发布

公告称，双方将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共建一张 5G 接入网络（钛媒体）。 

 公司公告 

中京电子（002579）：公司拟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珠海亿盛 45%股权（交易价格 12674 万元）和元盛电子 23.88%股权

（交易价格 14326 万元），本次交易总价为 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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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电子板块部分回调，但整体表现尚可。短期来看，受 iPhone11 系列发布

催化，本周光学光电子板块表现亮眼，京东数据显示，iPhone11 的预售量比

去年增长 480%，关注量超过 1600 万人。而下周，华为 Mate 30 系列将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正式亮相，Mate X 则预计将于 10 月在中国上市。Mate 30 在硬

件方面，或将搭载此前公布的麒麟 990 5G 芯片，麒麟 990 5G 目前是业内最

小的 5G 手机芯片方案，基于业界最先进的 7nm+ EUV 工艺制程，首次将 5G 

Modem 集成到 SoC 芯片中，面积更小、功耗更低；系统方面，则将采用发布

者大会发布的 EMUI10，全新的 EMUI10 带来了焕新 UX 设计、全场景体验以

及畅快新标准的三大更新。长期来看，外管局取消 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

制，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度

和广度。截至 2019 年中报，QFII 持股比例中通信、计算机、电子分别排名在

第 6、8、11 位，合计持股比例 5.56%，伴随外资进一步流入，价值属性较强

的 TMT 标的有望进一步获得市场认可。建议关注业绩表现优秀、研发投入较

高的优质标的，设计公司圣邦股份、景嘉微、紫光国微、汇顶科技、卓胜微、

闻泰科技、博通集成，设备公司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电子元件公司沪电股份、

生益科技、立讯精密、鹏鼎控股、顺络电子等。 

二、市场表现 

2019 年初至今，上证综指上涨 21.55%，创业板指上涨 36.79%，沪深 300 上

涨 31.94%，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57.53%。2018 年初至今，电子行业指数下降

9.21%。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1.92%，涨幅居 28 个子板块中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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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深证成指上涨 0.98%，创业板指上涨 1.08%，沪

深 300 上涨 0.60%，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1.92%。本周涨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

通信、电气设备、房地产，涨幅分别为 3.54%、3.07%、3.01%；跌幅前三的

板块分别是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国防军工，跌幅分别为2.48%、1.5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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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造、光学光电子分别上涨

3.00%，0.78%，0.32%，4.82%。电子板块三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是光学

元件(申万)、LED(申万)、显示器件Ⅲ(申万)，涨幅分别为 7.49%、6.0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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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56  3.00  

801082.SI 其他电子Ⅱ(申万) 4796.83  -0.10  

801083.SI 元件Ⅱ(申万) 4708.66  0.78  

801084.SI 光学光电子(申万) 1450.94  4.82  

801085.SI 电子制造Ⅱ(申万) 4750.88  0.32  

850811.SI 集成电路(申万) 3080.33  3.47  

850812.SI 分立器件(申万) 1343.03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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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813.SI 半导体材料(申万) 2779.52  -0.06  

850822.SI 印制电路板(申万) 4522.83  0.07  

850823.SI 被动元件(申万) 4185.51  2.22  

850831.SI 显示器件Ⅲ(申万) 1135.52  3.94  

850832.SI LED(申万) 1582.16  6.04  

850833.SI 光学元件(申万) 3042.03  7.49  

850841.SI 其他电子Ⅲ(申万) 4808.38  -0.10  

850851.SI 电子系统组装(申万) 3072.83  0.79  

850852.SI 电子零部件制造(申万) 6345.94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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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谱、激智科技、三安光电、晶方科技、

天津普林，涨幅分别为 21.53%、18.42%、14.75%、14.64%、13.60%。跌

幅前五的个股为北京君正、依顿电子、博敏电子、世运电路、华正新材，跌幅

分别为 6.12%、5.83%、4.69%、4.1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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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76.SZ 三利谱 21.53 300223.SZ 北京君正 -6.12 

300566.SZ 激智科技 18.42 603328.SH 依顿电子 -5.83 

600703.SH 三安光电 14.75 603936.SH 博敏电子 -4.69 

603005.SH 晶方科技 14.64 603920.SH 世运电路 -4.13 

002134.SZ 天津普林 13.60 603186.SH 华正新材 -4.05 

300657.SZ 弘信电子 13.47 300014.SZ 亿纬锂能 -3.92 

300493.SZ 润欣科技 12.81 300331.SZ 苏大维格 -3.81 

603933.SH 睿能科技 11.38 300433.SZ 蓝思科技 -3.75 

002199.SZ 东晶电子 11.21 002008.SZ 大族激光 -3.74 

300650.SZ 太龙照明 11.21 300346.SZ 南大光电 -3.54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1. 世界知名超频内存及高端电竞外围领导品牌，芝奇国际宣布再度突破内存

超频世界纪录，以 DDR4-6016MHz 的惊人速度，成为全球最快超频内存

速度纪录保持者。由来自微星团队的专业超频好手 Toppc，使用芝奇皇家

戟高阶内存，并搭载 MSI MPG Z390I GAMING EDGE AC 主板与 Intel® 

Core™ i9-9900K 处理器，充份展现芝奇内存与新世代平台的超频极限。

（半导体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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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苹果 2019 年秋季新品发布会举行，苹果发布了其新一代 iPhone 以及新一

代 iPad、Apple Watch Series 5 等产品。新 iPhone 被命名为 iPhone11，

iPhone11 系列共包括三款产品，分别为 iPhone 11、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iPhone 11 系列均搭载全新 A13 Bionic（仿生）芯片，A13

仿生芯片采用台积电第二代 7nm 制程工艺，拥有 85 亿个晶体管，专为高

性能和低功耗而量身定制，是这次新 iPhone 系列产品的重要看点。（半

导体产业观察） 

3. 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7.4 个百分点。1-7 月份增加值同比增长

9.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3.5 个百分点。7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

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3%，增速同比回落 7.1 个百分点。1-7 月份，实

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增速同比回落 2.3 个百分点。（工信部） 

4. 中国信通院官网发布的《2019 年 8 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显示，

2019 年 8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3087.5 万部，同比下降 5.3%，

其中 2G 手机 117.7 万部、3G 手机 0.1 万部、4G 手机 2947.8 万部、5G

手机 21.9 万部。（集微网） 

5. 工信部在其官网公布了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其中，绿色工厂 602 家、绿

色设计产品 371 种、绿色园区 39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50 家。在

绿色工厂表单中，北京京东方、富士康、三星电子、通富微电、友达光电、

福州京东方、宁德新能源、成都京东方、厦门华联电子、欣旺达电子、顺

络电子等公司在列。（集微网） 

6. 北斗工程建设进展顺利，今年还将再发射 5~7 颗北斗卫星，明年再发射

2~4 颗北斗卫星，2020 年北斗全球系统建设将全面完成。我国导航定位

和授时体系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在新技术融合方面，北斗将与互联网、

物联网、5G、大数据等深度融合。（集微网） 

7.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发布公告称，双方将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共建一张

5G 接入网络，5G 网络共建共享将采用接入网共享方式，核心网各自建设，

5G 频率资源共享。（钛媒体） 

8.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今日表示，法国

政府计划阻止 Facebook 数字加密货币 Libra 在欧洲的发展，因为它将对

金融安全和稳定构成系统性威胁。（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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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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0915） 

扬杰科技 权益分派 

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 2019年 8月 21日扣除回

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4.69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577.26 万元（含税）。 

圣邦股份 股东减持 

股东世纪维盛减持，本次权益变动后，世纪维盛持有公司股份

516.8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

股东。 

中京电子 对外投资 

公司拟向 8人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其持有的珠海亿盛 45%股权；拟向 9人购买其持有的元盛电子

23.88%股权。根据重组协议，珠海亿盛 4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2,674 万元、元盛电子 23.88%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4,326 万元，本

次交易总价为 2.7亿元，其中以发行可转债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10%，即 2700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8.89%，

即 2.13 亿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11.11%，即 3000 万元。 

ST 宇顺 资产重组 
宇顺电子拟出售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长沙显示的 100%股权，挂牌

价格为 4435.64 万元。 

弘信电子 设立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厦门鑫联信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在中

国香港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港币 10 万元。 

飞荣达 股权收购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346万元购买控股子公司江苏格优股东赖优

萍先生持有的 1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苏格优的

股权比例由 70%增加至 80%。 

弘信电子 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600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77亿股的 3.39%。 

华映科技 股权受让 
公司拟以人民币 2.89亿元向控股子公司华映吴江受让其所持公司

另一控股子公司华映光电 15%的股权。 

兴森科技 募集资金 

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用于集

成电路封装基板及刚性电路板相关两大项目。其中，广州兴森集成

电路封装基板项目总投资约 3.623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075 亿元，项目达产后每年将新增 12 万平方米集成电路封装基

板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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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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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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