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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电子周报：关注管理层增持，

小间距屏及 LED 照明高景气 

 推 荐 维持评级 

 
投资要点：   

 电子行业一周回顾：电子行业上周下跌 0.59%。二级子行业中，半导体上周下

跌了0.37%，光学光电子下跌了0.15%，电子制造下跌了2%，元件下跌了0.53%，

其他电子上涨了 0.12%。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22%，创业板指数下跌 1.11%。 

 手机供应链投资机会仍需等待。从智能手机来看，按照供应链反馈的数据，苹

果 iPhone 7 销售势头可能削减供应商订单，我们判断将对手机供应链形成压

力。另一方面，IDC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在液晶显示屏幕、存储器等关键零组

件持续短缺影响下，全球智能手机产业制造量低于先前预期，单季成长率仅

5.3%，预计未来随着市场旺季到来、农历春节前赶工，智能手机出货增速将恢

复。从目前情况来看，屏幕及标准品元器件涨价、缺货等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但三四季度新发布的安卓机型出货总量可能将受前期缺货影响。短期来看，手

机供应链投资机会仍需等待。明年强烈看好 5G、陶瓷后盖、无线充电、双摄

像头等细分子行业，继续首推信维通信，长期看好信维通信、三环集团、顺

络电子、横店东磁、欧菲光等。信维通信发布员工持股计划，深度看好。 

 半导体战略意义进一步抬升。一方面，美国近期成立了半导体工作组。同时，

美国财政部 2 日发表声明说，总统奥巴马已发布总统令，阻止中国福建宏芯基

金收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称这一交易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我们判断

未来半导体将成为大国战略的首要任务，明年半导体产业政策导向或许更加明

显，静待政策催化。我们比较看好几个方向：存储、图像传感类、可编程类、

数字芯片 SoC、模拟芯片、化合物半导体，标的看好深科技、北京君正、全志

科技等，市场调整将带来布局良机。 

 深科技具备国企改革叠加半导体大国战略的逻辑，持续关注。 

 LED 方向，看好利亚德。利亚德以 LED 屏、LED 照明及文化项目为产品，

对文化和科技不断融合，与政府“共建幸福城市”。 

 一方面，小间距电视本身面临着一个潜在的千亿市场空间，今年恰好是小间距

电视的爆发年，三季度因上游供应商供货不足的问题导致订单签订有所延迟，

但经过几个月的陆续扩产，现在已经有所缓解，预计 11-12 月订单签速会提升。

同时，小间距在境外的市场目前处于培育状态，一旦爆发，小间距快速增长的

势头在境外将继续持续。另一方面，以照明带动整个幸福城市的建设越来越成

为政府想首要切入的主题，夜景照明是带动夜游经济发展最为直接有效的手

段，从金达照明及其他几家收购来的照明公司签订的大额订单情况来看也发现

照明市场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预计未来 3-5 年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利

亚德收购的金达照明、中天照明、西安万科、四川普瑞是具备照明设计和施工

资质的优质公司，在地方政府景观照明爆发中最为受益。公司不仅仅提供屏幕

及照明产品，还从文化、旅游、演艺等各个方面为政府提供创意设计、产品技

术、实施维护等服务，运用 PPP 模式推广新城市建设。此前公司的增发及员

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成，短期风险不大，推荐。 

 证监会刘主席痛批“野蛮收购”或将引导炒作资金回归真成长、真价值。近期举

牌频频发生，从南玻 A、中国建筑到格力电器，在举牌资金的带动下，举牌概

念股炒作风起。在周末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措辞严厉，针对今年以来频频出现的“野蛮收购”进行批

判，预计有利于打击炒作“举牌概念股”的投机行为，预计未来 1-2 周经历市场

调整之后，资金或将向真成长、真价值进行回归。 

 对此，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管理层自己增持（员工持股计划）品种，

例如电子行业中的信维通信、利亚德等公司。 

 银河电子 12 月投资组合：利亚德、深科技、横店东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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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及点评 

智能手机及传统消费电子 

智能手表鼻祖 Pebble 卖身，估值由 7 亿美元缩水至 4000 万。美国智能手表大企业 Fitbit

即将收购该行业鼻祖 Pebble。此次收购价格在 3400 万美元到 4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两家公

司尚未宣布消息。据悉未来 Fitbit 将会获得 Pebble 相关智能手表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技术储备，

此次收购也将帮助该公司进入其他产品领域。（新闻来源：腾讯网） 

努比亚近 7 亿元出让中兴物联全部股份，未来聚焦智能手机。努比亚以人民币 6.9255 亿

元出售其子公司中兴物联的全部股权，未来努比亚将不再持有中兴物联股权。其中，以 9258.3

万元向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 11.43%股权；以人民币 59996.7 万元向珠海凯腾出

售 74.07%股权；以人民币 3645 万元向中兴通讯出售 4.5%股权。（新闻来源：集微网） 

石墨烯技术即将商用，手机充电速率提高 40%。华为中央研究院瓦特实验室在第 57 届日

本电池大会上宣布，在锂离子电池领域实现重大研究突破，推出业界首个高温长寿命石墨烯基

锂离子电池。实验结果显示，以石墨烯为基础的新型耐高温技术可以将锂离子电池上限使用温

度提高 10℃，使用寿命是普通锂离子电池的 2 倍。对于智能手机而言，采用了石墨烯技术的

手机，充电速率要比普通手机提高 40%，国外研究机构已通过石墨烯开发出 20 秒高速充电的

手机锂电阴极材料。（新闻来源：集微网） 

魅族又发布两款新机。11 月 30 日，魅族科技（MEIZU）发布了全新的旗舰手机 PRO 6 

Plus，以及魅蓝品牌全新产品魅蓝 X。PRO 6 Plus 搭载 4GB 大运行内存，64GB 存储版本售

价 2999 元，128GB 存储版本售价 3299 元；11 月 30 日 16：30 起，用户可在魅族商城、

魅族全国专卖店、京东商城、苏宁易购以及天猫旗舰店等渠道进行预约，12 月 8 日开启预售，

12 月 23 日正式上市。魅蓝 X 3GB 运行内存搭配 32GB 存储空间售价 1699 元，4GB 运行

内存搭配 64GB 存储空间售价 1999 元。11 月 30 日 16：30 起，用户可在京东商城、魅族

商城、魅族全国专卖店、魅族天猫旗舰店以及苏宁易购进行预约。12 月 8 日 0 点起，于京

东商城开售；12 月 8 日 10 点起全渠道开售。（新闻来源：腾讯网） 

联想夺下印度智能手机线上销量冠军。联想日前宣布，其智能手机在印度最大电商 Flipkart

销量超过 1500 万部，成为印度智能手机网销冠军，占印度网销手机总量的四分之一。联想公

司援引 IDC 的数据称，印度线上每售出四部手机，就有一部是联想或者是联想旗下的 Moto

手机。（新闻来源：腾讯网） 

IDC 预计 2016 年智能手机出货 14.5 亿台，只比去年增长 0.6%。根据 IDC 全球手机追踪

季报（Worldwide Quarterly Mobile Phone Tracker）的最新预测，2016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

计将达到 14.5 亿部，同比增长 0.6％。虽然增长率仍为正数，但远远不及 2015 年 10.4％的增

长率。不过，4G 智能手机仍将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同比增长 21.3％，出货量将达到 11.7 亿

台，高于 2015 年的 9.67 亿台。这一增长主要来自新兴市场（除日本外的亚太地区、拉丁美洲、、

中欧和东欧、中东和非洲）。这些市场的 2015 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中只有 61％为 4G 手机，IDC

预测 2016 年的比例将增至 77％。成熟市场（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西欧）的 4G 手机普及率

将进一步提高，2015 年为 85％，2016 年预计为 94％。（新闻来源：腾讯网） 

京东方建柔性第六代 OLED 面板生产线。11 月 30 日，京东方 A 宣布，其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同绵阳市人民政府签署了《绵阳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计划投资 465 亿元人民币，于四川省绵阳市投资建设一条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

这已经是京东方的第 11 条面板生产线。（新闻来源：集微网） 

IDC：全球平板出货下滑 12%。集微网消息，IDC 报告显示 2016 全年平板电脑出货量预

估下滑达 12%，仅 1 亿 8230 万台，预计要到 2018 年才有望止跌回升。根据新出炉的 IDC 全

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季报，2016 全年平板电脑出货量预估下滑达 12%，仅 1 亿 8230 万台，预

计要到 2018 年才有望止跌回升。（新闻来源：集微网） 

酷派出售酷派移动 80%股权给超多维。酷派集团发布公告称，出售酷派移动 80%股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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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给超多维公司，总代价为 2.72 亿元人民币，完成之后，酷派移动将不再成为酷派集团附属

公司，酷派移动运营 ivvi 手机品牌，这意味着超多维成为 ivvi 最大股东。（新闻来源：集微

网） 

IDC:大陆席卷全球手机 ODM 订单，全球十大智能机组装厂排名。IDC 昨天出具最新报

告指出，第 3 季在液晶显示屏幕、存储器等关键零组件持续短缺影响下，全球智能手机产业

制造量低于先前预期，单季成长率仅 5.3%。展望第 4 季，IDC 预期，由于市场旺季到来、农

历春节前赶工，全球智能手机产业出货将有 2 位数成长。IDC 指出，2016 年第三季在关键零

件短缺加速产业整合的情况下，大陆厂占全球智能手机组装产业的比重持续增加，在全球前 10 

大排名当中掌控 5 席，前 30 大排名中更囊括三分之二席次。2016 年第三季全球前 10 大

智能手机组装排名依序为三星、鸿海、OPPO、VIVO、LG、华勤、和硕、金立、TCL、伟创

力。（新闻来源：集微网） 

IDC：全球智能手机产业 Q4 出货量季增幅估达两位数。根据 IDC 全球硬件组装研究团队

从供应链调查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今(2016)年第三季在液晶显示屏幕、存储器等关键零组件

持续短缺的情况下，全球智能手机产业制造量相对第二季的成长率低于预期，仅季成长 5.3%。

（新闻来源：集微网） 

松下开发出媲美 OLED 新型液晶面板，明年年第 3 季投产。日本科技与家电大厂松下 

（Panasonic） 日前宣布，开发出一款新型液晶面板。据称，该面板在显示图像的明暗，以及

鲜明度上的呈现，都将可以媲美新一代 OLED 面板。预计，这款液晶面板将推广至医用显示

器等领域使用。松下表示，最快将于 2017 年 1 月开始，提供客户这款液晶面板样品进行测

试。并且于 2017 年第 3 季，在位于日本兵库县姫路市的松下面板生产基地 – 姫路工厂启

动量产。（新闻来源：集微网） 

全球首条 10.5代 TFT-LCD生产线在安徽合肥封顶。11月 29日，全球首条 10.5代TFT-LCD

生产线 29 日上午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内正式封顶。据悉，项目建筑面积约 128 万平米，相

当于 5 个鸟巢体育馆的面积。京东方合肥第 10.5 代 TFT-LCD 生产线投建于 2015 年 12 月，总

投资 400 亿元。项目主要生产 65 英寸以上 8K 超高分辨率液晶显示屏，设计产能为每月 9 万

片玻璃基板(3370mm×2940mm)，预计 2018 年第一季度量产。（新闻来源：集微网） 

明年目标:华为 1.7 亿、OPPO1.6 亿、VIVO1.5 亿部手机。2016 年，华为、OPPO、vivo

成为国产手机三巨头，出货量分列前三。2016 年已经接近尾声，三家势头不减信心十足，已

经定下了 2017 年的“小目标”。其中，华为以 1.7 亿台拔得头筹，OPPO 和 vivo 分别以 1.6

台和 1.5 亿台位列榜眼和探花。（新闻来源：集微网） 

传华为 OV 结盟柔宇科技投资 OLED 面板。有国内媒体报道称，与华为、vivo、OPPO 组

成联盟的柔性显示技术的创业公司名为柔宇科技，该公司计划在深圳建立生产线，为了跟上

OLED 的需求，将通过今明两年的投资达到每月生产 4.5 万块第 5.5 代柔性和刚性 OLED 面板

的生产能力。（新闻来源：集微网） 

IHS:明年 LTPS 面板恐供过于求。主动有机发光二极体（AMOLED）智慧手机用面板明

年占比将倍增至 30%，在苹果将采用下蔚为风潮。IHS显示器研究总经理谢勤益提醒，AMOLED

投产要靠技术累积，是非常烧钱的产线，不像大陆有政府资金挹注，台湾双虎是否投入有待观

察。对于明年低温多晶矽（LTPS）手机用面板的供需，谢勤益则表示，宜注意友达昆山、大

陆的天马、京东方及华兴光电等四家厂商将相继投产 6 代线 LTPS 面板，太多家投产恐造成

供过于求。（新闻来源：集微网） 

 

半导体集成电路、LED 

奥巴马发布总统令阻止中国收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美国财政部 2 日发表声明说，总统奥

巴马已发布总统令，阻止中国福建宏芯基金收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称这一交易可能威胁

美国国家安全。财政部当天在声明中说，奥巴马的这一决定基于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评

估。总统令要求禁止中国企业收购爱思强及其美国分支机构。 成立于 1983 年的爱思强公司

是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目前经营困难并陷于亏损。今年 5 月，中国福建宏芯基金表示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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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爱思强，并于 7 月底正式发布要约文件，收购金额约 6.7 亿欧元。（新闻来源：集微网） 

Applied Micro 拆分 ARM 架构服务器芯片业。通信芯片厂商 MACOM 达成最终协议以约

7.7 亿美元收购 Applied Micro，日前则已决定只留下后者的高速载波和数据中心连网芯片业务，

分拆它的 ARM 架构服务器芯片业务。（新闻来源：集微网） 

苹果削减订单，火热的芯片美股大跌。苹果因 iPhone 7 销售势头欠佳而削减供应商订单

的传闻，在隔夜美股市场引起轩然大波，过去炙手可热的芯片企业股价纷纷重挫。台湾电子

时报援引当地手机供应链消息人士称，iPhone 7 销售势头减弱，因此苹果已经开始削减零部件

订单。iPhone 7 最初的销售势头，一方面来自消费者对亮黑色版本的强劲需求，另一方面也是

受益于三星 Galaxy Note 7（电池爆炸）事件。（新闻来源：集微网） 

16Q3 台湾整体 IC 业产值季成长 9.7%。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TSIA)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指出，2016 年第三季(16Q3)台湾整体 IC 产业产值(含 IC 设计、IC 制造、IC 封装、IC 测试)

达新台币 6,596 亿元(207 亿美元)，较上季(16Q2)成长 9.7%，较去年同期(15Q3)成长 14.9%。

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统计，16Q3 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值达 883 亿美元，较

上季成长 11.5%，较去年同期成长 3.6%；销售量达 2,159 亿颗，较上季成长 8.2%，较去年同

期成长 7.3%；平均销售价格(ASP)为 0.409 美元，较上季成长 3.0%，较去年同期衰退 3.5%。

以各区域市场来看，16Q3 美国半导体市场销售值达 170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15.0%，较去年

同期衰退 2.4%；日本半导体市场销售值达 84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10.8%，较去年同期成长 4.2%；

欧洲半导体市场销售值达 83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3.0%，较去年同期衰退 4.0%。同时间亚洲

区半导体市场销售值达 546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11.9%，较去年同期成长 6.8%。其中，中国

大陆市场 284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14.2%，较去年同期成长 12.0%。在台湾 IC 产业部份，其

中 16Q3 台湾 IC 设计业产值为新台币 1,784 亿元(56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5.1%，较去年同期

(15Q3)成长 14.2%；IC 制造业为新台币 3,587 亿元(112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12.9%，较去年同

期成长 17.3%。在 IC 制造业中，晶圆代工为新台币 3,122 亿元(98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14.1%，

较去年同期成长 23.7%，记忆体制造为新台币 465 亿元(15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5.4%，较去

年同期衰退 13.1%；IC 封装业为新台币 850 亿元(27 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6.3%，较去年同期

成长 8.0%；IC测试业为新台币 375亿元(12亿美元)，较上季成长 10.3%，较去年同期成长 11.9%。

（新闻来源：集微网） 

北京君正 126.22 亿收购 Ominivision、思比科。北京君正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

豪威（Ominivision）100%股权、视信源 100%股权、思比科 40.43%股权，交易价格 126.22 亿。

交易后，公司将控制思比科 94.29%股份。同时向刘强、员工持股计划等 5 名对象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21.55 亿。北京豪威及思比科均来自全球图像传感器芯片设计领域，将使公司快速进

入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领域，布局智能系统生态圈。（新闻来源：集微网） 

联发科技曦力 X23 和 X27 发布。联发科技 12 月 1 日宣布其高端芯片联发科技曦力 X20

（MediaTek Helio X20）系列再添新成员，新推两款升级版智能手机系统单芯片（SoC）—联

发科技曦力 X23 和曦力 X27，在综合性能、拍摄品质和低功耗等方面均有显著升级，再次将

用户体验提升到全新水平。通过联发科技曦力 X20、X23、X25 和 X27 的完善布局，定位高端

的联发科技曦力 X20 系列，将协助手机厂商推出更多差异化的智能终端。（新闻来源：集微

网） 

华为、英特尔等 6 企业成立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加速物联网发展。11 月 30 日，由华为、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英特尔公司、ARM 和软通动力信息技

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倡议发起的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在北京正式成立。该联盟旨在搭建边缘

计算产业合作平台，推动 OT 和 ICT 产业开放协作，孵化行业应用最佳实践，促进边缘计算产

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新闻来源：集微网） 

首颗 10 纳米高阶芯片问世，联发科毛利率明年下半年将提升。随着国内 IC 设计龙头联

发科在调查研究单位 IC Insights 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全球前 20 大半导体厂中，2016 年的排

名预估将达到第 11 名，将较 2015 年的第 13 名，进步 2 名。另外，营收成长率将是前 20 

大半导体厂中第 2 大，是前 20 大半导体厂中唯 5 家双位数成长的其中之一。对此，联发科

副董事长暨总经理谢清江表示，2016 年营运成果较 2015 年更好，并且预期 2017 年下半年，

在新一代 10 纳米先进制程的手机芯片 Helio X30 推出的情况下，可望带动整体毛利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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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集微网） 

腾讯与阿里巴巴投资可编程芯片公司 Barefoot。可编程芯片 Barefoot Networks 刚刚完成

了其第三轮融资，共融资 2000 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和腾

讯参与了这轮融资。Barefoot Networks 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可编程芯片，这种名为 Tofino 的

芯片比现在市场上任何其他芯片快两倍，以每秒 6.5 兆的速度处理网络数据包。这种可编程芯

片是一种革命新创新，它将改变谷歌，Facebook 等互联网公司的内部运作，也将影响到电信

运营商，思科、英特尔等硬件巨头们也会感到压力。在 Barefoot Networks 上一轮融资中，谷

歌就成为了重要的参与者。（新闻来源：集微网） 

4Q'16 大陆移动装置 AP 出货季增 11.6%，展讯季增 6.7%。据 DIGITIMES Research 预估，

2016 年第 4 季大陆智能型手机与平板电脑应用处理器(AP)出货量将较前季成长 11.6%，原因为

因应季节性订单以及对 2017 年第 1 季的备货需求。2016 年下半大陆智能型手机 AP 个别供应

商出货方面，联发科在 2016 年因缺乏 Cat.7 方案，导致客户流失，第 4 季主打方案 P20 未能

获得客户青睐，预估出货量有限，虽然第 4 季仍将受益于旺季需求，但针对大陆客户的整体出

货量季成长预估仅 4.3%。（新闻来源：集微网） 

联发科技进军车用芯片市场。联发科技今天宣布正式进军车用芯片市场，从以影像为基

础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Vision-based ADAS）、高精准度毫米波雷达 ((Millimeter Wave, 简称

mmWave)、车载信息娱乐系统(In-Vehicle Infotainment) 、车载通讯系统(Telematics)等四大核心

领域切入，向全球汽车厂商提供产品线完整且高度整合的系统解决方案，助力实现车联网与自

动驾驶的未来。（新闻来源：集微网） 

欧司朗马来西亚 LED 芯片工厂落成，2017 年底投入生产。11 月 24 日，欧司朗光电半导

体为马来西亚居林高科技园区的 LED 芯片制造工厂屋顶落成举行庆典仪式。欧司朗光电半导

体德国总部首席执行官 AldoKamper 先生、马来西亚分公司总经理 RolandMueller 博士和马来

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 YBDatukChuaTeeYong 先生出席了公司内部仪式。居林工厂占地

48 英亩，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 LED 芯片生产基地。居林新工厂研发和生产的产品

包括基于 6 英寸晶圆的半导体 LED 芯片。随着打桩工程和基础结构工程的完工，新工厂计划

于 2017 年初夏配置设备，2017 年底即可投入生产。（新闻来源：集微网） 

 

汽车电子及智能制造 

超级高铁厂商 HTT 宣布获得一亿美元投资。超级环运输技术公司 HTT 高管日前宣布，

他们最近已经获得了一亿美元的投资，投资机构包括 EdgeWater、Carbures Europe 等。不过需

要指出的是，该公司获得的外部投资中，有 3000 多万美元属于传统风投机构的现金投资，还

有 7700 万美元是外部机构以土地、工时、实物设备等方式投资。（新闻来源：腾讯网） 

歌尔推出首款迷你办公服务机器人。在北京 2016 年微软技术大会上，作为微软的合作伙

伴之一，歌尔带来了首款“歌尔造”基于 Microsoft Azure 智能平台的小型办公机器人 Bell，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新闻来源：中国智能制造网） 

京东与中兴携手在北京举办智能门锁众筹发布会。11 月 30 日，中兴通讯携手京东在北京

亦庄经济开发区京东总部隆重举行智能门锁众筹发布会。作为本次发布会的重磅消息，京东众

筹与中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吸引了行业的高度关注。双方将从创业培训、创业基金、创业生

态出发，为初创企业提供品牌、营销、运营、金融四大环节支持，塑造新一代的创业者和初创

品牌，共同推动智能家居市场的创新发展。（新闻来源：中国智能制造网） 

欧瑞康收购德企 citim，扩大其在欧美 3D 打印能力。全球科技公司欧瑞康（Oerlikon）宣

布收购德国增材制造专家 citim，这一举动旨在扩大其在欧洲和美国的 3D 打印能力。除了小批

量生产金属 3D 打印产品外，citim 也制造功能性原型。（新闻来源：中国智能制造网） 

百度 L3 事业部利用高精度地图打造自动驾驶汽车。在 2016 年百度云智峰会上，百度 L3

智能汽车事业部总经理顾维灏的介绍，L3 事业部产品架构是“1 3”模式。面向 L3 自动驾驶

（定位、感知、决策、控制）、车联网（CarLife、MapAuto、CoDriver、MyCar）、汽车大数

据服务（用户分析、CRM）三个方向，地图是整个产品架构的基础支撑。在 L3 的产品架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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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思路中，地图充当了两种角色，一种被用作自动驾驶汽车的感知工具，是自动驾驶汽车看的

地图；一种被用作自动驾驶汽车与人交互的界面，是人类驾驶员看的地图。（新闻来源：中国

智能制造网） 

立足航天服务国防，哈工大空间机器人基地获国家认定。“空间机器人国家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依托于哈工大机电学院，围绕空间机器人核心研究领域，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面向

国民经济主战场，若干研究方向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哈尔滨工业大学申报的“空间机器人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获得科技部认定。该基地是哈工大继先进复合材料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国际焊接联合研究中心后，第三个通过认定的科技部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新闻来源：中国智能制造网） 

 

汽车电子 

加速电动车普及，四大汽车巨头将推欧洲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近日，宝马、大众（包

括奥迪和保时捷）、戴姆勒和福特（欧洲分部）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明年开始它们要

在自己的老家欧洲建立高性能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该计划第一阶段，它们将在 2020 年前在

欧洲建设 400 个充电站，这些充电站将被建在主要公路旁边，可以为电动汽车提供快速充电

服务。这套快充系统名为“组合充电系统”（CCS），它是现有交流和直流充电标准的增强

版，最大功率可达 350 千瓦/时。（新闻来源：腾讯网） 

英特尔成立“自动驾驶技术集团”。英特尔将成立“自动驾驶集团”，这意味着开发自

动驾驶技术的部门，业务地位获得了一次提升。之前负责物联网业务的高管戴维斯（Doug 

Davis）将会领导自动驾驶集团。英特尔还从汽车行业挖来了一名资深高管，此人名叫 Kathy 

Winter，之前效力于美国汽车零部件厂商 Delphi 公司，而该公司也是英特尔研发自动驾驶的伙

伴之一。英国 ARM 公司前任高管 Tom Lanstzch 也将加盟英特尔公司，他将领导物联网部门，

也就是接替戴维斯留下的职位空缺。（新闻来源：腾讯网） 

宝马拿出 4.27 亿英镑研发无人驾驶。宝马集团周一宣布，该公司计划在未来 10 年时间内，

通过旗下 i Ventures 部门，花费高达 5 亿欧元（约合 4.27 亿英镑）的资金，来研发无人驾驶

相关的新汽车技术。据称，这些资金将用来支持研发无人驾驶和地图等技术的初创企业，这

些技术能够帮助宝马把自己的汽车打造得更加智能、更有功效。（新闻来源：集微网） 

工信部发布动力蓄电池回收管理办法征意见。12 月 1 日，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管理，规范行业发展，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该办法从设计、生产及回收责任、综合利用、监管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新闻来源：中国智能制造网） 

 

VR/AR 虚拟现实 

VR 设备份额情况曝光：索尼独占 30%，HTC 只占 6%。市场研究公司 01 咨询

（01consulting）对当下的 VR 市场做了一次深入调查，它们评估并预测了 30 家公司超过 40

款产品在全球市场的销售状况。结果显示，索尼、Facebook、谷歌(微博)和三星是 VR 市场四

巨头，它们的市场占有率总和达到 56%。索尼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其市场份额达到 30%。

（新闻来源：腾讯网） 

智能眼镜公司 Vuzix 放出新视频展示波导显示技术。随着《Pokémon GO》的风行，增强

现实也随之火爆，2016 对于这个领域的公司来说是忙碌的一年。这其中包括了智能眼镜公司

Vuzix，该公司在这一年里做了很多展会演示，签订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出了新的更新以

及新产品。他们最新更新的视频展示了他们增强现实技术的实际使用效果，视频是通过一台

iPhone 展示 Vuzix 最新一代专有波导光学显示技术的实际使用效果。Vuzix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 Paul Travers 很快证实确实如此，并解释这只是该技术在实际使用中的一个简化过程。同时

还确认其公司对未来的愿景。（新闻来源：新浪科技） 

2016 年 VR 创企总融资超 5.33 亿美元。 投资数据分析公司 Tracxn 的一份报告指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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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现实领域中的初创公司在今年已经募集了 5.33 亿美元。另外，在 2015 年发生了 153 起针对

初创公司的投资，总额达到 6.9 亿美元。YiVian 从报告发现对 VR 初创企业的投资在 2015 年

大幅增长了 277%，从 2014 年的 1.83 亿美元增长到 6.90 亿美元。大部分投资来自早期阶段，

其次是晚期阶段。早期供资在 2016 年为 4 亿美元，后期供资为 8500 万美元，而种子轮投资仅

为 4600 万美元。（新闻来源：新浪科技） 

日企 Alps Electric 开发 VR 触感反馈设备，明年大规模生产。Alps Electric 开发出了一种触觉

反馈设备，旨在模拟虚拟现实空间中的触摸感觉，潜在的应用不仅只局限于 VR 游戏，同时还

能应用于维修工作和医疗培训。这家日本公司计划在 2017 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并希望在

2020 年时达到 100 亿日元的销售额（约合人民币 6.5 亿元）该设备会通过马达向后推压用户的

手指来提供触觉反馈，阻力可以模拟出物体的软硬程度。另外，Alps Electric 还可通过加热或

冷却元件来提供温度反馈。（新闻来源：新浪科技） 

 

2、公司动态及点评 

【洲明科技】：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7 亿元对前海洲明进行增资，前海洲明拟与协鑫南

方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永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20,000 万元设立协鑫洲明能效科技

有限公司，其中前海洲明出资 5,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协鑫南方出资 10,2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永联科技出资 4,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超华科技】：公司对广东客商银行增加投资额 5000 万元，投资总额拟由人民币 2 亿元增加

至 2.5 亿元，持股比例由原 10%上升为 12.5%。 

【万润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股票

自 201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太极实业】：控股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万国

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12 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测基地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5.4 亿元。 

【汉威电子】：公司以 6,000 万元人民币通过股权受让方式收购河南省百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鸿利智汇】：公司与上海哲奥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桐乡众合新能源汽车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投资协议》，以自有资金 915

万元收购上海哲奥持有的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5%股权。 

【劲胜精密】：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1,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

股本总额 142,357.86 万股的 0.70%。 

【华天科技】：自 2016 年 11 月 28 日起，杜忠鹏不再作为一致行动人成员，其余肖胜利、刘

建军、张玉明、宋勇、常文瑛、周永寿、薛延童、陈建军、崔卫兵、杨前进、乔少华、张兴安

等 12 人依然作为一致行动人。 

【博敏电子】：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将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开市起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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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东晶】：实际控制人李庆跃与股东吴宗泽、池旭明、俞尚东等 4 名自然人与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016 年 11 月 29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表

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李庆跃、吴宗泽、池旭明、俞尚东先生将其所合计持有的公司 1,223.42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转让给蓝海投控，同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将其合

计持有的公司剩余 3,670.3265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8%）对应的表决权全部不可撤

销地委托给蓝海投控。本次权益变动全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

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苏思通。股票自 2016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锦富新材】：持股 5%以上股东黄亚福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英飞拓】：控股股东 JHL INFINITE LLC 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269,829,700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 25.86%）的实际控制人刘肇怀计划自 2016 年 12 月 02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

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50%。 

【欣旺达】：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弘盛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与深

圳市前海大米成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市大米成长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基金规模不低于 1.5 亿元人民币，将主要投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 4.0 等相

关领域。回购注销 28.25 万股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将由 129290.4 万股减至

129262.15 万股，注册资本由 129290.4 万元减至 129262.15 万元。 

【合力泰】：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 亿元（含 8 亿元）的公司债

券。 

【明家联合】：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甄勇 2016 年 11 月 29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13,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2%，减持后甄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1,766,954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983%。 

【金亚科技】：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开市起

停牌。 

【京东方 A】：合肥京东方拟通过自有资金投资 58 亿元，在现有第 10.5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

示器件（TFT-LCD）生产线内追加部分工艺设备进行产能扩充。 

【紫光国芯】：终止与南茂科技签署的<认股协议书>。 

【士兰微】：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连续停牌。 

【雄韬股份】：公司 8,962,893 股解禁，占公司总股本的 2. 56%，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5 日。 

【北京君正】：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豪威 100%股权、视信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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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思比科 40.4343%股权；同时向刘强、李杰、君盛芯和、金信沅帆、员工持股计划（认

购配套融资方式）共 5 名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155,310,527.00 元，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 日起继续停牌。 

【华东科技】：控股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与华勤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就

2017 年面板供应事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涉及总金额约 10 亿元人民币。 

【和而泰】：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3,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拟用于投资长三角生产运营基地建设项目、电子制程自动化与大数据运营管控平台系统项

目、智能硬件产品族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智慧生活大数据平台系统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2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10.11 元/股。 

【茂硕电源】：公司与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了《关于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2000 万元认购杭州骑客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8.95

万元，出资后取得杭州骑客 5.00%的股权。 

【信维通信】：公布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000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96,082.0638 万股的 2.082%。公布 2016 年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65,000.00 万元，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委

托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创金合信基金-信维通信-恒乐 1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进行管理，创金合信基金-信维通信-恒乐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份额上限为 130,000.00

万份，每份 1 元，按照 1:1 设立进取级份额和优先级份额，主要投资范围为购买和持有本公司

股票。拟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 

【*ST 宇顺】：公司拟出售其持有的雅视科技 100%股权，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开市起停牌。 

【聚飞光电】：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王桂山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010,64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4338%。 

【春兴精工】：终止对北京驰亿隆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 

【中颖电子】：取得一项“用于 OLED 显示驱动装置的自动限流方法”专利。 

【宜安科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5,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7,813.70 万

元,用于宜安云海轻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基地项目、非晶合金（液态金属）精密结构件产业化

扩产项目和非晶合金（液态金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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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王莉、杨明辉，电子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

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

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

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

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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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银河证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资格）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打算违反任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域

内的法律法规。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银河证券。未经银河证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

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复印本报告。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

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银河证券认为本报告所载内容及观点客观公正，但不担保其内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客户不

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所载内容反映的是银河证券在最初发表本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银

河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内容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但银河证券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及时更新本报告涉及

的内容并通知客户。银河证券不对因客户使用本报告而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银河证券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以确保本报告涉及的内容适合于客户。银河证券建议客户如有任何疑问应当咨询证

券投资顾问并独自进行投资判断。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内容适合客户，本报告不

构成给予客户个人咨询建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银河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银河证券不

对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份，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银河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

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银河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银河证券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银河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银河证

券客户才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银河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均为银河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银河证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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