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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紫光集团 50 亿元在杭州萧山投资研发 AI、5G
1 月 29 日，杭州萧山区政府与紫光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
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将在萧山区打造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基地，设立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新华三学院、AI（人工智能）研究院、5G（第五代通信技
术）、IoT（物联网）研发中心。（来源：摩尔芯闻）
中芯宁波和宜确半导体发布业内首个硅晶圆级砷化镓及 SOI 异质集成

最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比较

射频前端模组
中芯宁波和宜确半导体联合发布业界首个硅晶圆级砷化镓及 SOI 异质集
成射频前端模组。该射频前端模块的第一个系列产品预计将于 2019 年
上半年在中芯宁波 N1 工厂投产，主要面向 4G 和 5G 智能手机市场。
（来
源：摩尔芯闻）



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下降 1.29%，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16 位。
申万一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为房地产（0.38%）、国防军工（0.13%）和
报告编号：

银行（-0.35%），后三位为传媒（-2.16%）、轻工制造（-2.19%）和休闲
服务（-2.35%）。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下降 1.29%，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
业中的第 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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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业动态

一、热点聚焦
紫光集团 50 亿元在杭州萧山投资研发 AI、5G
1 月 29 日，杭州萧山区政府与紫光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将在萧山区打造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基地，
设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新华三学院、AI（人工智能）研究院、5G（第
五代通信技术）、IoT（物联网）研发中心。（来源：摩尔芯闻）
中芯宁波和宜确半导体发布业内首个硅晶圆级砷化镓及 SOI 异质集
成射频前端模组
中芯宁波和宜确半导体联合发布业界首个硅晶圆级砷化镓及
SOI 异质集成射频前端模组。该射频前端模块的第一个系列产品预计
将于 2019 年上半年在中芯宁波 N1 工厂投产，主要面向 4G 和 5G 智
能手机市场。
（来源：摩尔芯闻）

二、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下降 0.72%、深证成指下降 1.07%、中小板指下降
1.26%、创业板指下降 1.03%、上证 50 下降 0.65%、沪深 300 下降
0.80%。
图 1 昨日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下降 1.29%，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16 位。申万一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为房地产（0.38%）、国防军工
（0.13%）和银行（-0.35%），后三位为传媒（-2.16%）、轻工制造
（-2.19%）和休闲服务（-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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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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
（10.04%）、英飞特（10.02%）、东山精密（10.00%）
、奥士康（5.60%）、
莱宝高科（4.98%）。期间股价涨幅后五的有超华科技（-10.02%）、联
创光电（-10.03%）、盈方微（-10.06%）、星星科技（-10.06%）、德豪
润达（-10.13%）。
图 3 昨日个股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昨日重点公司公告梳理
从公司公告来看，欧菲科技发布业绩快报，德赛电池发布股权激
励，另有 20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或者业绩修正预告。
表 1 昨日电子行业公司动态
公司简称

代码

事件

茂硕电源

002660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亏损 3～3.6 亿元。

内容

沃尔核材

002130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同比下跌 90%～40%。

远望谷

002161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20,000.00 万元～-15,000.00 万元。

台基股份

300046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上升 44.23%～74.20%。

雪莱特

002076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亏损 95,000.00 万元～75,000.00 万元。

思创医惠

300078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增长 5%～35%。
2019 年 0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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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

002189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增长 222.75%～264.39%。

金东方 A

000725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下降 55%～54%。

汉威科技

300007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下降 30%～60%。

欧比特

300053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上升 0.00%～15.00%。

新时达

002527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亏损 23,000 万元～30,000 万元。

金龙机电

300032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下降 444.72%～445.92%。

联创电子

002036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增长-10%～20%。

华映科技

000536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亏损 370,000 万元～550,000 万元。

大港股份

002077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亏损 40,000 万元～60,000 万元。

奋达科技

002681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亏损 72,000 万元～79,000 万元。

天津普林

002134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亏损 5500 万元～6500 万元。

智云股份

300097

业绩预告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下降 11.93%～29.54%。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305,049.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40%；归属于上市公

欧菲科技

002456

业绩快报

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946.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3.64%。报告期内，公司完

通富微电

002156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上升 0%-30%。

正业科技

300410

业绩修正

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预期下降 97.47%～69.63%。

德赛电池

000049

股权激励

成对富士胶片光电（天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收购，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拟以 14.64 元/股向不超过 87 人授予不超过 200.4 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计
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0,524.3738 万股的 0.98%。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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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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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