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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指数上涨 0.75%，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10 位。

电子板块昨日表现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0.71%、深证成指上升 0.76%、中小板指上升 0.67%、
创业板指下降 0.08%、上证 50 上升 1.20%、沪深 300 上升 1.01%。申万



热点聚焦：

广电牵手中信共探 5G 网络顶层设计：2018 年 12 月 29 日，广电总局副
局长张宏森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就中信集团与国网公司合作有关

最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比较

事项进行会谈，双方表示将共同探索广电 5G 网络顶层设计。
苹果再砍单 10%，供应链上半年压力大增:1 月 9 日，日本经济新闻透露
苹果曾在去年底向供应链厂商发出通知，要求减少本季度 3 款新 iPhone
的 10%产量，供应链今年第 1 季度运营面临压力，预期业绩同比下行。
宁波首个集成电路 IDM 项目落户，投资 50 亿元建设完整高压驱动芯片
产业链:德国普莱玛半导体项目 1 月份签约落户北仑“芯港小镇”。该项目
是宁波首次引入的集成电路 IDM（集成器件制造）项目，计划建设功率
器件、传感器芯片、混合芯片等 3 条集成电路生产线以及高性能离子注
入机的生产制造，总投资达 50 亿元。宁波市集成电路产业“一园三基地”

报告编号：

的重点园区“芯港小镇”开园以来已有中芯宁波项目、南大光刻胶等十余
个集成电路项目签约落户，总投资超百亿元。
立讯精密上调 2019 年业绩：公司预期归母净利润同比由原先 45%-55%
上调至 55.00% - 65.00%。



投资建议

5G 商用、汽车电子化程度提升等加速高频、高速、多层 PCB 产品的市
场需求，同时环保政策提升行业集中度，智能化产线将助推 PCB 成本得
到进一步控制，未来 PCB 板块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建议关注通信
业务占比较高的 PCB 企业；消费电子板块中，5G 商用将带动 Massive
MIMO 的升级以及 LCP 天线和 LDS 天线的推广，未来天线 ASP 将显著
提升，助推相关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建议关注手机射频前端器件以及手
机天线生厂商。

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公司业务资格说明和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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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0.71%、深证成指上升 0.76%、中小板指上升
0.67%、创业板指下降 0.08%、上证 50 上升 1.20%、沪深 300 上升
1.01%。
图 1 昨日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上涨 0.75%，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10 位。申万一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为家用电器（3.90%）、汽车（1.72%）
和休闲服务（1.55%），后三位为机械设备（-0.18%）、公用事业（-0.37%）
和国防军工（-1.06%）。
图 2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一览（%）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A 股电子板块个股方面，期间股价上涨幅度较大的有奋达科技
（10.10%）、中京电子（10.02%）、GQY 视讯（10.02%）、士兰微
（10.00%）、春兴精工（10.00%）。期间股价涨幅后五的有同兴达
（-2.77%）、金龙机电（-2.96%）、欣旺达（-4.05%）、璞泰来（-4.30%）、
亿纬锂能（-5.87%）。其中奋达科技涨停系智能音箱概念异动，中京
电子涨停系公司在投资者交流平台中表示公司布局 5G 通信用 PCB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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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图 3 昨日个股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二、昨日重点公司公告梳理
从公司公告来看，立讯精密发布业绩上调公告；欧菲科技发布更
名公告；和而泰发布解禁公告；国星光电实施项目扩产等。
表 3 昨日电子行业公司动态
公司简称
欧菲科技

和而泰

代码

事件
公司更名&子

002456

002402

公司增资
股份解禁

内容
公司拟将公司中文名称变更为“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向全资子
公司“南昌生物识别”增资 10 亿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南昌生物识别注册资
本增至 18 亿元人民币。
公司 2019 年 1 月 11 日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23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 0.4943%。
公司计划投资人民币 10 亿元进行新一代 LED 封装器件及芯片的扩产。项目计

国星光电

002449

项目扩产

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拟计划投资 5 亿元，投资完成进行中期投资评价合格后，
结合市场实际科学实施第二期投资。
公司 2018 年 12 月合并营业收入为 211,235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减

鹏鼎控股

002938

业绩披露

少 39.70%，公司 2018 年 1 到 12 月合并营业收入为 2,604,700 万元，较去年同期
的合并营业收入增长 8.89%。

立讯精密

002475

业绩上调

公司预期归母净利润同比由原先 45%-55%上调至 55.00% - 65.00%。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昨日行业信息
【5G】
广电牵手中信共探 5G 网络顶层设计
2018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与中信集团董事长
常振明就中信集团与国网公司合作有关事项进行会谈，双方表示将共
同探索广电 5G 网络顶层设计。（来源：集微网）
【集成电路】
宁波首个集成电路 IDM 项目落户，投资 50 亿元建设完整高压驱动芯
2019 年 0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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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产业链
德国普莱玛半导体项目 1 月份签约落户北仑“芯港小镇”。该项目是宁
波首次引入的集成电路 IDM（集成器件制造）项目，计划建设功率器
件、传感器芯片、混合芯片等 3 条集成电路生产线以及高性能离子注
入机的生产制造，总投资达 50 亿元。宁波市集成电路产业“一园三基
地”的重点园区“芯港小镇”开园以来已有中芯宁波项目、南大光刻胶
等十余个集成电路项目签约落户，总投资超百亿元。
（来源：集微网）
【消费电子】
苹果再砍单 10%，供应链上半年压力大增
1 月 9 日，日本经济新闻透露苹果曾在去年底向供应链厂商发出通知，
要求减少本季度 3 款新 iPhone 的 10%产量，供应链今年第 1 季度运
营面临压力，预期业绩同比下行。（来源：集微网）
【汽车电子】
英特尔子公司 Mobileye 与北太智能宣布开展合作
在近日举行的 CES 2019 大会上，英特尔自动驾驶子公司 Mobileye 宣
布与中国北京交通集团的“北太智能”在技术、数据、“Powered by
Mobileye”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 Mobileye 全球领先
的技术和产品的广泛应用，以提高北京公交系统的安全水平，加快北
京智慧交通的建设步伐，从而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交通建设奠定
坚实、安全的基础。（来源：集微网）

四、投资建议
5G 商用、汽车电子化程度提升等加速高频、高速、多层 PCB 产
品的市场需求，同时环保政策提升行业集中度，智能化产线将助推
PCB 成本得到进一步控制，未来 PCB 板块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
建议关注通信业务占比较高的 PCB 企业；消费电子板块中，5G 商用
将带动 Massive MIMO 的升级以及 LCP 天线和 LDS 天线的推广，未
来天线 ASP 将显著提升，助推相关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建议关注手
机射频前端器件以及手机天线生厂商。

五、主要风险因素
（1）5G 商用不及预期。
（2）中美贸易摩擦引发通信设备商供应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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