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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维持）  
年底行情波动加大，把握 5G 核心投资主线 

 

 随着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期进入兑现期，叠加中美贸易摩擦进程的复杂化，近

期市场波动显著放大，我们认为 5G 是当前不确定的市场中最确定的投资主

线，官方明确提出确保启动 2020 年 5G商用，打消此前市场关于 5G商用或

推迟疑虑，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5G 投资作为对冲下行压力的抓

手有望被强力推进，建设进度和规模有望超出市场预期，通过深度研究和产

业链调研，元器件环节我们重点看好 PCB/滤波器，应用环节看好 AR/车联

网。  

 5G 作为当前最为确定技术升级趋势，为诸多新兴应用（超高清视频实时传

输、车联网等）落地普及提供信息传输保障。产业链深度调研得知，随 5G

基站等设备替换升级，上游元器件环节中 PCB 及滤波器/射频前端等最为受

益，应用增量显著。 

1）PCB：对比 4G基站多采用 FR4 板材，5G时代高频/高速板应用增量及附

加值提升显著，5G基站多采用高频/高速 PCB，天线/RRU/BBU 对 PCB需求

总量约为 4G基站下 3~4 倍，增量空间显著。我们看好国内优质 PCB厂商在

通讯板领域的研发布局 

2）滤波器/射频前端：作为射频领域最为关键元器件，5G时代滤波器等射频

前端价值量有望再上台阶  

3）AR：5G终端核心应用之一，有望开启智能手机新一轮创新周期 

4）车联网：5G主力应用场景之一，官方明确提出深化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5G网络有利于信息传输更低延迟及更高可靠性 

 

 华创电子团队重点覆盖标的： 

1）高端制造：东山精密/信维通信/立讯精密/大族激光 

2）PCB：东山精密/胜宏科技/景旺电子/崇达技术 

3）元器件/材料：三环集团/法拉电子/东尼电子 

4）自主可控：全志科技 

5）LED：艾比森/洲明科技/利亚德/国星光电/三安光电/华灿光电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速不及预期；贸易战加剧；市场竞争趋于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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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比% 

股票家数(只) 226 6.36 

总市值(亿元) 23,925.93 4.72 

流通市值(亿元) 15,794.85 4.35 
 

 

 
 

% 1M 6M 12M 

绝对表现 -6.34 -24.15 -39.1 

相对表现 -3.98 -8.49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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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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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摩擦得到初步管控，板块有望进入估值修复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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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市场回顾 

（一）国内行情回顾 

行业表现：本周电子板块涨跌幅为-1.84%，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为-0.49%，电子板块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35 个百分

点，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排序 18/28。 

子行业表现：涨幅最大的是电子系统组装(0.99%) 跌幅最大的是半导体材料(-5.39%)       

个股表现：涨跌幅：涨幅前五的个股分别是：雪莱特(14.61%)、春兴精工(11.03%)、贤丰控股(10.55%)、汇顶科技(8.66%)、

深纺织 A(8.43%)；跌幅前五的个股分别是：苏大维格(-11.22%)、超华科技(-10.92%)、坚瑞沃能(-10.71%)、华映科技

(-10.05%)、全志科技(-9.96%)；换手率前五的个股分别是: 雪莱特(73.83%)、睿能科技(64.64%)、京泉华(51.13%)、超

华科技(50.74%)、春兴精工(42.84%)；估值后五位的个股分别是：东旭 B(9.23)、粤照明 B(11.25)、风华高科(12.21)、

利亚德(13.85)、合力泰(14.82)    

图表 1  申万一级行业及沪深 300 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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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电子行业及各子行业本周涨跌幅序（%）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表 3 本周电子行业涨跌幅前/后 10 

本周涨幅前 10 本周跌幅前 10 

公司  涨幅（%）  公司  跌幅（%）  

雪莱特 14.61  苏大维格 -11.22  

春兴精工 11.03  超华科技 -10.92  

贤丰控股 10.55  坚瑞沃能 -10.71  

汇顶科技 8.66  华映科技 -10.05  

深纺织 A 8.43  全志科技 -9.96  

睿能科技 8.40  漫步者 -9.00  

高德红外 6.38  盈方微 -8.92  

英飞特 6.37  圣邦股份 -8.46  

亿纬锂能 6.13  保千里 -7.86  

依顿电子 5.65  兆易创新 -7.83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表 4 本周电子行业换手率/估值（剔除负值）排序 

本周换手率前十位  本周 PE后十位（剔除负值）  

公司  换手率（%）  公司  PE-TTM 

雪莱特 73.83  东旭 B 9.23  

睿能科技 64.64  粤照明 B 11.25  

京泉华 51.13  风华高科 12.21  

超华科技 50.74  利亚德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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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换手率前十位  本周 PE后十位（剔除负值）  

春兴精工 42.84  合力泰 14.82  

科恒股份 38.38  东旭光电 14.87  

美格智能 37.45  大华股份 15.06  

奥瑞德 32.28  德赛电池 15.83  

国民技术 32.25  歌尔股份 16.10  

惠威科技 30.70  阳光照明 16.13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二）行业估值水平 

截至本周收盘，电子行业市盈率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22.32，沪深 300 市盈率 10.42 倍。当期电子

行业估值较 2012 年以来历史最低点 21.30 高出 4.79%，较 2012 年以来历史最高点 100.63 低出 77.82%。 

图表 5  2005 年至今申万电子指数 PE（历史 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PE 统计口径：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三）全球重要国家/地区电子行业指数相对市场表现 

A 股：SW 电子指数自 2018 年初累计涨跌幅-39.44%，沪深 300 指数累计涨跌幅为-22.54%，电子行业跑输整体指数

16.90%。 

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自 2018 年初累计涨跌幅为-8.55%，道琼斯指数累计涨跌幅为 2.91%，电子行业跑输整体指数

5.64%。 

台股：台湾电子指数自 2018 年初累计涨跌幅为-12.73%，台湾加权指数累计涨跌幅为-8.74%，电子行业跑输整体指

数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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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申万电子与沪深 300 今年累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表 7  费城半导体与道琼斯指数今年累计涨跌幅  图表 8  台湾电子与台湾加权指数今年累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二、行业重要资讯 

半导体： 

东芝发布 N300/X300 系列新硬盘/最大 14TB/9 碟充氦 

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 620 亿美元刷新纪录/明年市场重整后 2020 望再创新高 

三星将通过晶圆代工弥补内存降价的损失/2020 推 3nm 工艺 

应对中国半导体市场需求/松下苏州明年投产强化基板材料 

东芝推出支持 1.8V 低电压和 4.0A 大电流驱动的 H 桥驱动器 IC 

对台企设立 IC 企业给予大力支持/福建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 35 条创新措施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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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重庆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开工 

晶门科技推出全球首颗 PMOLED TDDI 芯片/革新 PMOLED 技术 

 

消费电子： 

高通暗示微软仙女座可能以 Snapdragon 8cx 处理器打造  

荣耀发布 Link Turbo 全网络聚合技术/基于魅眼全视屏的屏下摄像头技术/4800 万 AI 超清摄影技术 

苹果关于 AirPower 新专利曝光/确保安全性支持多款设备同时充电 

刘作虎透露一加 5G 手机将在明年 5 月底之前上市 

联发科 Helio P90 发布/搭载全新 AI 引擎 APU 2.0/超高清 AI 拍摄为突破点 

 

5G 

中国移动全面启动 17 城市进行 5G 测试/2019 年实现 5G 预商用 

三星将打造 5G 技术下的 V2X 自动驾驶技术测试场 

沃达丰宣布和爱立信合作在井盖下部署 4G/5G 设施 

我国 5G GaN 功率放大器芯片已通过认证/2019 年正式推出 

雄安将率先大规模商用 5G/率先布局 IPv6 

 

其他： 

三星拟投资 24 亿美元建动力电池和 MLCC 项目 

LG 电子携手 AI 新创公司/开发车用娱乐信息系统 

中国移动公布 NB-IoT 芯片评测报告/紫光展锐春藤 8908A 表现亮眼 

IC 厂义隆电集团携手台大 AI 中心/打造智能交通系统进军东南亚国家 

传思科正洽谈收购光学芯片制造商 Luxtera 

Rancher/ARM 强强联合推出物联网/边缘计算/数据中心 K8S 平台 

英伟达推出 Jetson AGX Xavier 模块/手掌大小/工作站性能 

 

三、重要公告汇总 

1.瀛通通讯，拟以现金收购联韵声学 100%股份/交易价 1.8 亿 

2.韦尔股份，控股股东质押 10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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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晶光电，控股股东解除质押 2089.5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12.41% 

4.纳思达，控股股东解除质押 430.64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0.696% 

5.亿纬锂能，控股股东解除质押 158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4.94%  

6.科力远，拟以不低于 1 亿/不超过 3 亿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6.28 元/股 

7.汇顶科技，以 5.58 亿竞得全球智能芯片创新中心项目地块使用权 

8.欧比特，控股股东质押 3746.05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32.72% 

9.南洋科技，股东邵奕兴将 2169 万股办理质押式回购/占其所持股份 18.03% 

10.纳思达，控股股东解除质押 341.78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0.55% 

11.得润电子，拟以 9800 万转让子公司得康电子 28%股权 

12.智动力，拟以 1.26 亿收购广东阿特斯 36%股权/将成为其控股股东 

13.卓翼科技，拟以不低于 1.5 亿/不超过 3 亿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高于 9 元/股 

14.长川科技，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长新投资 90%/交易价格 4.9 亿 

15.南大光电，子公司近日收到政府补助 1.33 亿 

16.乾照光电，拟出资 15.97 亿建设 VCSEL/高端 LED 芯片等半导体研发生产项目 

17.南大光电，拟在安徽全椒投资 5 亿建设年产 170 吨 MO 源和高 K 三甲基铝生产项目 

18.晶方科技，近日收到政府补助 1.78 亿 

19.大立科技，收到一份军品订货合同/金额 3165.4 万 

20.闻泰科技，与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增资协议已正式生效 

21.环旭电子，11 月营收 37.59 亿/同比增长 17.72% 

22.光韵达，控股股东解除质押 216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5.49% 

23.欧菲科技，股东裕高公司将 930 万股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占公司总股本 0.34% 

24.华灿光电，法人股东近日质押 7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6.88% 

 

四、海外科技股跟踪 

（一）海外明星科技股本周表现 

海外明星科技股中，涨幅最高的是 AMBARELLA INC (19.16%)，跌幅最高的是 LENDINGCLUB (-1.15%)。 

图表 9 本周海外明星科技股本周涨跌幅（%） 

编号 公司 代码 周涨跌幅（%） 业务 

1 推特 TWTR.N 9.26  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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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 代码 周涨跌幅（%） 业务 

2 京东 JD.O 5.92  电商 

3 大立光 3008.TW 5.16  镜头 

4 FACEBOOK FB.O 4.83  社交 

5 三星 005930 KS 3.84  手机、半导体、显示 

6 英特尔(INTEL) INTC.O 3.50  芯片 

7 高通公司(QUALCOMM) QCOM.O 2.91  芯片 

8 特斯拉汽车 TSLA.O 2.16  智能汽车 

9 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 TXN.O 2.04  芯片 

10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GM.N 1.18  整车 

11 联发科 2454.TW 1.07  芯片 

12 台积电 2330.TW 0.68  晶圆代工 

13 奈飞公司(NETFLIX) NFLX.O 0.64  视频 

14 谷歌(ALPHABET)A 类股 GOOGL.O 0.49  互联网 

15 丰田汽车 TM.N 0.11  整车 

16 日月光 2311.TW 0.00  IC 封测 

17 MOBILEYE MBLY.N 0.00  车载 Camera 

18 腾讯控股 0700.HK -0.58  社交 

19 英伟达(NVIDIA) NVDA.O -0.79  GPU 

20 AMBARELLA INC AMBA.O -1.26  网络摄像头芯片 

21 思科(CISCO SYSTEMS) CSCO.O -1.34  软件 

22 苹果公司(APPLE) AAPL.O -1.79  智能手机 

23 亚马逊(AMAZON) AMZN.O -2.28  电商、云计算 

24 阿里巴巴 BABA.N -2.65  电商、云计算 

25 福特汽车(FORD MOTOR) F.N -3.40  整车 

26 LENDINGCLUB LC.N -5.37  P2P 

27 宏达电 2498.TW -9.70  VR 

资料来源：Wind，海外明星科技股股票池由华创证券整理 

（二）本周美股科技股涨幅前五与跌幅前五 

图表 10 美股科技股本周涨幅前五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亿美元）  本周涨跌幅（%）  公司主业 /备注  

SPA.N 斯巴顿 1.81  39.80  机电设备 

NFEC.O 能发伟业 1.29  25.55  综合性节能解决方案 

ASTC.O Astrotech 0.14  23.51  商业航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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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亿美元）  本周涨跌幅（%）  公司主业 /备注  

SIFY.O Sify Technologies-Adr 2.84  23.26  综合性终端到终端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MITK.O Mitek Systems Inc 4.01  16.05  移动影像应用和智慧识别软体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Wind，美股科技股股票池由华创证券整理 

图表 11 美股科技股本周跌幅前五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亿美元）  本周涨跌幅（%）  公司主业 /备注  

YRCW.O 耶路全球 1.07  -37.96  运输服务 

CPAH.O Counterpath 0.08  -31.95  个人电脑和移动应用软件 

DTRM.O Determine 0.07  -29.22  基于云计算的软件解决方案 

EMAN.A Emagin 0.43  -28.88  OLED 微显示屏 

HDSN.O Hudson Technologies Ny 0.54  -27.64  制冷剂服务公司 

资料来源：Wind，美股科技股股票池由华创证券整理 

（三）本周港股科技股涨幅前五与跌幅前五 

图表 12 港股科技股本周涨幅前五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亿港元）  本周涨跌幅（%）  公司主业 /备注  

8153.HK 科地农业 2.25  68.00  烟叶烘烤行业 

8245.HK 安悦国际控股 3.00  65.96  双向无线对讲机产品设计 

6133.HK 维太移动 6.21  40.38  制造智能手机供货商 

1460.HK 扬科集团 3.57  28.81  高端综合服务 

6118.HK 奥星生命科技 35.88  28.68  生物科技综合服务 

资料来源：Wind，港股科技股股票池由华创证券整理 

图表 13 港股科技股本周跌幅前五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亿港元）  本周涨跌幅（%）  公司主业 /备注  

8132.HK 中油港燃 0.77  -17.31  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及相关清洁能源

业务 

8231.HK 节能元件 2.14  -16.98  离散式功率半导体 

8265.HK 宏峰太平洋 39.06  -16.57  货源搜寻业务 

1980.HK 天鸽互动 41.84  -16.46  实时视频科技 

0092.HK CHAMPION TECH 2.09  -16.44  通信软件、无线电、远程信息处理、电子

商贸、保安、网上娱乐及电子博彩 

资料来源：Wind，港股科技股股票池由华创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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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周台股科技股涨幅前五与跌幅前五 

图表 14 台股科技股本周涨幅前五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亿台元）  本周涨跌幅（%）  公司主业 /备注  

3520.TWO 益通 16.39  76.29  连接器供应链 

3085.TWO 久大 10.51  53.45  外销贸易入口网站 

2404.TW 汉唐 156.85  28.79  工程建设 

3094.TW 统新 23.59  28.00  嵌入式网路通讯 IC 技术 

6462.TWO 神盾 161.95  25.97  电容式指纹辨识感测晶片之 IC 设计 

资料来源：Wind，台股科技股股票池由华创证券整理 

图表 15 台股科技股本周跌幅前五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亿台元）  本周涨跌幅（%）  公司主业 /备注  

8080.TWO 奥斯特 1.93  -20.11  铝电解电容 

3313.TWO 斐成 12.15  -17.61  电子或电脑元件 

3519.TW 绿能 23.96  -11.54  太阳能晶片领导厂商。 

8085.TWO 福华 6.97  -11.40  光电、资讯、消费性电子、通讯产业、LED

照明产业及汽车电子 

2475.TW 华映 75.81  -10.69  平板显示器；映射管；电子零组件 

资料来源：Wind，台股科技股股票池由华创证券整理  

五、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增速不及预期；2、贸易战加剧；3、市场竞争趋于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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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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