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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中兴将于 2 月 25 日发布首款 5G 手机
2 月 18 日，中兴手机在官博宣布将于 2 月 25 日在 MWC 上发布首
款 5G 旗舰手机。（来源：摩尔芯闻）
维易科 4Q18 营收下滑
MOCVD 设备大厂美国维易科精密仪器有限公司（Veeco Instruments
Inc.）公布了 2018 财年以及第四季度财报。4Q18，Veeco 实现营收 9900

最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比较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6.71 亿元），相比 2017 年同期 1.397 亿美元下降
29.1%。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计算，公司第四季度净亏损 1.447
亿美元，而 2017 年第四季度净亏损 850 万美元。Veeco 表示，2018 年第
四季度营收和利润下滑主要是由于中国 LED 用 MOCVD 市场的商品化。
（来源：LED Inside）



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2.68%、深证成指上升 3.95%、中小板指上升

4.25%、创业板指上升 4.11%、上证 50 上升 2.60%、沪深 300 上升 3.21%。
报告编号：

昨日申万电子指数上升 5.25%，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6 位。电
子板块个股方面，股价涨停 30 只，包括长园集团、星星科技、凯盛科
技等。上涨幅度较小的有闻泰科技（1.3%）、欣旺达（1.2%）
、激智科技
（1.1%）、智云股份（0.9%）、隆利科技（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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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将于 2 月 25 日发布首款 5G 手机
2 月 18 日，中兴手机在官博宣布将于 2 月 25 日在 MWC 上发布
首款 5G 旗舰手机。（来源：摩尔芯闻）
Veeco 4Q18 营收下滑
MOCVD 设 备 大 厂 美 国 维 易 科 精 密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 Veeco
Instruments Inc.）公布了 2018 财年以及第四季度财报。4Q18，Veeco 实
现营收 99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6.71 亿元），相比 2017 年同期 1.397
亿美元下降 29.1%。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计算，公司第四
季度净亏损 1.447 亿美元，而 2017 年第四季度净亏损 850 万美元。
Veeco 表示，2018 年第四季度营收和利润下滑主要是由于中国 LED
用 MOCVD 市场的商品化。（来源：LED Inside）

二、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2.68%、深证成指上升 3.95%、中小板指上升
4.25%、创业板指上升 4.11%、上证 50 上升 2.60%、沪深 300 上升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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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6
位。申万一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为电子（5.25%）、非银金融（4.69%）
和计算机（4.17%），后三位为钢铁（2.30%）、交通运输（2.22%）和
银行（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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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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只，包括长园集团、星星
科技、凯盛科技等。上涨幅度较小的有闻泰科技（1.3%）、欣旺达
（1.2%）、激智科技（1.1%）、智云股份（0.9%）、隆利科技（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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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兴发发布战略合作公告，奥士康和洁美科
技发布发布业绩快报。
表 1 昨日电子行业公司动态
公司简称

代码

事件

内容

中电兴发

002298

战略合作

奥士康

002913

业绩快报

公司总收入 22.37 亿元，同比增长 28.83%，归母净利润 2.43 亿元，同比增长 40.46%。

洁美科技

002859

业绩快报

公司总收入 13.11 亿元，同比增长 31.58%，归母净利润 2.75 亿元，同比增长 40.30%。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和中国航发黎阳动力签署了《军民融合智慧城市领
域科技创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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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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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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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基本面看好，行业指数将强于基准指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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