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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ST 收购 Norstel 55％股权，扩大 SiC 器件供应链
意法半导体（ST）近日与瑞典碳化硅（SiC）晶圆制造商 Norstel AB
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后者 55%股权。Norstel 公司于 2005 年从 Linköping
大学分拆出来，开发和生产 150mm SiC 裸晶圆和外延晶圆。ST 表示，
在交易完成之后，它将在全球产能受限的情况下控制部分 SiC 器件的整
个供应链，并为自己带来一个重要的增长机会。
（来源：摩尔芯闻）

最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比较

IDM 厂看好 MOSFET 市况续旺
虽然美中贸易战引发的总体经济不确定性，对第一季半导体市场造
成冲击，但包括英飞凌（Infineon）、安森美（ON Semi）、威世（Vishay）
等国际 IDM 大厂，在近期召开的法人说明会中不约而同表示，受惠于
5G 及电动车等新需求明显成长，对今年金氧半场效晶体管（MOSFET）
等功率半导体市况抱持乐观看法，下半年仍有可能持续供不应求。（来
源：摩尔芯闻）


报告编号：

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0.68%、深证成指上升 1.15%、中小板指上升

0.97%、创业板指上升 1.23%、上证 50 上升 0.23%、沪深 300 上升 0.72%。
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上升 4.05%，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2 位。
A 股电子板块个股方面，股价涨停 12 只，包括领益智造、茂硕电源、
彩虹股份、智云股份、同兴达、凯盛科技、英飞特、联得装备、中新科
技、激智科技、锦富技术、京东方 A。上涨幅度较小的有兆易创新
（-1.44%）、士兰微（-1.48%）、三盛教育（-1.53%）
、北方华创（-1.53%）、
思维列控（-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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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ST 收购 Norstel 55％股权，扩大 SiC 器件供应链
意法半导体（ST）近日与瑞典碳化硅（SiC）晶圆制造商 Norstel
AB 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后者 55%股权。Norstel 公司于 2005 年从
Linköping 大学分拆出来，
开发和生产 150mm SiC 裸晶圆和外延晶圆。
ST 表示，在交易完成之后，它将在全球产能受限的情况下控制部分
SiC 器件的整个供应链，并为自己带来一个重要的增长机会。
（来源：
摩尔芯闻）
IDM 厂看好 MOSFET 市况续旺
虽然美中贸易战引发的总体经济不确定性，对第一季半导体市场
造成冲击，但包括英飞凌（Infineon）、安森美（ON Semi）、威世（Vishay）
等国际 IDM 大厂，在近期召开的法人说明会中不约而同表示，受惠
于 5G 及电动 车等新 需求 明显成 长， 对今年 金氧 半场效 晶体管
（MOSFET）等功率半导体市况抱持乐观看法，下半年仍有可能持续
供不应求。（来源：摩尔芯闻）

二、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0.68%、深证成指上升 1.15%、中小板指上升
0.97%、创业板指上升 1.23%、上证 50 上升 0.23%、沪深 300 上升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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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4.05%，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2
位。申万一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为医药生物（2.56%）、电子（2.09%）
和轻工制造（1.85%），后三位为非银金融（0.37%）、银行（0.07%）
和食品饮料（-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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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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涨停 12 只，包括领益智造、茂硕
电源、彩虹股份、智云股份、同兴达、凯盛科技、英飞特、联得装备、
中新科技、激智科技、锦富技术、京东方 A。上涨幅度较小的有兆易
创新（-1.44%）、士兰微（-1.48%）、三盛教育（-1.53%）、北方华创
（-1.53%）、思维列控（-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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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威科技、兴瑞科技获政府补助。
表 1 昨日电子行业公司动态
公司简称

代码

事件

汉威科技

300007

政府补助

兴瑞科技

002937

政府补助

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汉威智源及汉威公用下属子公司分别收到了政府专项资金，共计
1.6 亿元。
公司于近日收到慈溪市财政局下发的政府补助 1382 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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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张涛，袁威津
本人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
师的研究观点。此外，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
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公司基本面及（或）估值预期以报告日起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
市场基准沪深300指数表现的看法。
投资评级

定

义

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20%以上

谨慎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10%以上

中性

股价表现将介于基准指数±10%之间

减持

股价表现将弱于基准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行业历史基本面及（或）估值对所研究行业以报告日起 12 个月内的基
本面和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沪深 300 指数表现的看法。
投资评级

定

义

增持

行业基本面看好，行业指数将强于基准指数 5%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将介于基准指数±5%

减持

行业基本面看淡，行业指数将弱于基准指数 5%

投资评级说明：
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本评级
体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免责条款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
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我公司及其雇员
对任何人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
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版权归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
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引用或转载。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于上述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和免责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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