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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电子板块看两会
3 月 5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
工作报告。报告提及深化增值税改革，包括在今年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降
至 9%；保持 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
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政府工作报告中
还提出，将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用电

最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比较

成本，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 10%。此外，2018 年全年为企业和个
人减税降费约 1.3 万亿元。2019 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
亿元。我们认为电子板块作为上游制造业将受益于减税降费，建议关注
净利率较低企业获得较大业绩弹性。



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0.67%、深证成指上升 0.50%、中小板指上升

0.34%、创业板指上升 0.69%、上证 50 下跌 0.13%、沪深 300 上升 0.58%。
A 股电子板块个股方面，涨幅较大的有华东科技（10.19%）、飞乐音响
报告编号：

（10.11%）、同洲电子（10.11%）、奋达科技（10.11%）、福日电子（10.07%）,
上涨幅度较小的有雄韬股份（-0.53%）、紫金矿业（-0.55%）、三利谱
（-0.60%）、东晶电子（-1.03%）、思维列控（-1.15%）。



昨日重点公司公告梳理：
从公司公告来看，沃尔核材、华东科技发布政府补助公告，德赛电

池发布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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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点聚焦
电子板块看两会
3 月 5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及深化增值税改革，包括在今年将制造业等
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降至 9%；保持 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
增。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将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清理电价附加
收费，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 10%。此外，
2018 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 1.3 万亿元。2019 年减轻企业
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我们认为电子板块作为上游制造业
将受益于减税降费，建议关注净利率较低企业获得较大业绩弹性。
【LED】
三安光电公布战略合作新进展，已获得约 26 亿资金
1 月 22 日，三安光电宣布公司控股股东三安集团与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泉州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安芯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泉州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安芯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向三安集团增资不低于 54 亿元及提供
流动性支持 6 亿元。3 月 4 日晚，三安光电发布公告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减持股份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三安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1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7,14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同时已获得 26 亿元战投资金。
我们认为公司母公司三安集团资金紧张的问题逐步缓解，市场财
务疑云正在消化。LED 芯片价格自 2017 年 4 季度下跌以来目前已经
接近盈亏平衡点，公司中短期有望在价格企稳以及集中度提升的背景
下呈现业绩反弹，建议重点关注。
【消费电子】
3 月 25 日，苹果的春季新品发布会将召开
3 月 25 日，苹果的春季新品发布会就将召开。在这次的春季发
布会上可能发布的产品包括 AirPods 2、AirPower、iPod 及 iPad，以
及新的 Apple TV，更加小巧的 HomePod 等等。（来源：摩尔芯闻）
【汽车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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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 Model Y 即将发布 Autopilot 或持续增强
Elon Muskz 近日宣布将会于 3 月 14 日在洛杉矶设计工作室发布
Model Y 的神秘面纱。（来源：摩尔芯闻）

二、昨日市场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上升 0.67%、深证成指上升 0.50%、中小板指上升
0.34%、创业板指上升 0.69%、上证 50 下跌 0.13%、沪深 300 上升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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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排名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的第 4
位。申万一级行业中涨幅前三的为通信（4.74%）、计算机（4.67%）
和综合（4.02%），后三位为银行（-0.08%）、通信（-0.24%）和非银
金融（-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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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较大的有华东科技（10.19%）、飞
乐音响（10.11%）、同洲电子（10.11%）、奋达科技（10.11%）、福日
电子（10.07%）,上涨幅度较小的有雄韬股份（-0.53%）、紫金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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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三利谱（-0.60%）、东晶电子（-1.03%）、思维列控（-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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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核材、华东科技发布政府补助公告，德赛
电池发布股权激励。
表 1 昨日电子行业公司动态
公司简称

代码

事件

沃尔核材

002130

内容

政府补助

公司获补助 1000 万元。

华东科技

000727

政府补助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熊猫于 2019 年 02 月 28 日获得进口贴息项目补助 302.87 亿元。

德赛电池

000049

股权激励

公司拟以 14.64 元/股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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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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