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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 iPhone 发布，关注消费电子发展趋势 

――电子行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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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要闻 

 OLED 电视需求喷发，LGD 明年面板增产 4 成 

 瓦克美国多晶硅基地爆炸，多晶硅及硅片或涨价 

 晶科电子与丰田合成达成白光 LED 专利授权协议 

 重要公司公告 

 【景旺电子】拟在珠海投资 13.6 亿元建立 PCB 生产基地 

 【胜宏科技】高管拟减持占公司总股本 0.29%的股份 

 【隆基股份】高管拟减持公司占总股本 0.01%的股份 

 【新天科技】中标多个智慧水务及智能水表项目 

 走势与估值 

上周全体 A 股上涨 0.08%（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法，下同），创业板下跌 0.05%，

中小板上涨 0.59%，电子行业下跌 0.27%，在申万 28 个子行业中排名中游，

子板块中半导体上涨 1.51%，电子元器件下跌 0.97%，光学光电子上涨

0.61%，电子设备与制造下跌 1.74%。 

截至上周五，剔除负值情况下，全体 A 股 TTM 市盈率为 19.21 倍（历史 TTM

整体法，下同），渤海电子板块的 TTM 市盈率为 42.38 倍，目前相对于全体

A 股的估值溢价率 122%，处于近三年溢价率低点。从子板块的估值情况来

看目前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光学光电子、电子设备与制造板块 TTM 市盈率

分别为 50.01 倍、41.19 倍、35.74 倍、45.16 倍。 

 本周观点与策略 

上周苹果公司发布新一代 iPhone，正如我们之前预期，新一代 iPhone 搭载

了面部识别、无线充电、OLED 全面屏等科技。面部识别由于有着更高安全

系数，未来有逐步代替指纹识别的趋势；随着人均随身电子设备数量的增多，

充电设备标准不统一，用户往往需要准备多个充电器，苹果公司展示的无线

充电板可以给多个设备同时充电，带来了更好的用户体验；OLED 则是面板

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由于产能、技术、价格等原因主要应用于高

端手机，随着未来产能的提升，大屏幕终端系统如电视、平板也将逐步采用

OLED 屏幕。另外 iWatch 的 eSim 技术也不容忽视，将是未来物联网发展的

一个趋势。从过去几年的历史看，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消费

电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建议投资者中长线布局相关领域，选择有业绩支撑的

成长股。 

行业评级为“中性”。股票池推荐：景旺电子（603228）、欧菲光（002456）、

华天科技（002185）、水晶光电（00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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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新一代 iPhone 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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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要闻 

雪莱特斥资 3 亿并购卓誉自动化，布局锂电池 

昨（14）日晚间，雪莱特发布公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相结合方式购买何立、黄治国、黄海荣、余波持有的深圳市卓誉自动

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誉自动化”、“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 

据公告显示，经评估，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标的资产的评估

价值为 30,285.03 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卓誉自动化 100%股权交易价

格确定为 30,000 万元。 

据了解，卓誉自动化成立于 2013 年，主营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生产设备的生

产、研发和销售。 

此外，公司拟同时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7,8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

交易价格（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

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100%，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730,241,172 股的 20%，即 146,048,234 股。 

雪莱特表示，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

盈利能力。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后，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持续盈利能力较强、抗风

险能力强，有利于公司保持和增强独立性，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晶科电子与丰田合成达成白光 LED 专利授权协议 

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电子”）近日与丰田合成株式会社（以

下简称“丰田合成”）达成白光 LED 专利授权协议。丰田合成是 B.O.S.E 专利联

盟成员，拥有白光 LED 关键技术专利组合。 

在此次与丰田合成达成白光专利授权的基础上，晶科电子还将与丰田合成在全球

专利和商务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从而突破白光专利壁垒，在背光和照明方

面的全球化业务拓展中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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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子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创新路线，目前在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获得

或申请 130 多项专利。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倒装大功率 LED 芯片已经突破 180 流明/瓦，填补国

内大功率高亮度倒装焊 LED 芯片的空白，其中大功率高亮度倒装焊 LED 芯片级

光源技术、白光芯片技术及无金线封装的晶片级白光大功率 LED 光源技术都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产品广泛应用于室内外照明、城市照明、商业照明、特种光源及

各种背光源等领域。 

晶科电子始终坚持把品质放在第一位，通过国际化大厂的口碑相传，获得客户广

泛认可与高度评价，先后成为飞利浦照明、三星电子、创维、TCL 和长虹等国际

一线品牌客户的主要合作伙伴。2017 年荣获 TCL 多媒体科技创新奖和优秀供应

商奖，飞利浦照明优秀供应商等奖项。 

晶科电子经营业绩实现平稳快速增长，2017 年上半年销售额接近 4.5 亿，同比增

涨超过 82.78%，净利润同比增长 60.56%，规模化效应和优势进一步发挥，预计

2017 年销售额超 10 亿。 

在保持传统白光器件高速增长的同时，公司将利用技术优势，重点发展 LED 车灯、

植物照明和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等高技术含量的新兴领域，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经营。 

本次专利授权将助力晶科电子在国际市场的大力拓展，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OLED 电视需求喷发 LGD 明年面板增产 4 成 

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新闻(MK NEWS)日文版 13 日报导，为了因应近来 OLED 电视

需求急增，韩国面板大厂 LG Display(LGD)宣布将在明年(2018 年)大幅扩增

OLED 面板产量、目标增产 4 成。LGD 社长吕相德在 12 日于中国北京举行的

「OLED Partner`s Day」上表示，「今年将生产 170 万-180 万片 OLED 面板，且

计划在明年将产量扩大至 250 万片」。 

报导指出，LGD 大幅增产 OLED 面板，主要是为了因应近来 OLED 电视市场急

速扩大。上季(4-6 月)全球 OLED 电视销售额为 8.3 亿美元、已大幅超过原先史上

最高纪录的 7.5 亿美元(2016 年第 4 季)。 

参加「OLED Partner`s Day」的创维(Skywotth)CEO 刘棠枝指出，「中国电视产

业现在已呈现饱和状态，而 OLED 电视有望成为面板产业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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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D 不怕技术外流，破天荒到中国生产 OLED 面板，而日前有韩媒指称，可能

是为了供应 Sony 大单。 

韩媒 BusinessKorea 8 月 28 日报导，业界人士表示，Sony OLED 电视销售喷发，

大力看好此一市场前景，向 LGD 追加订单。Sony 今年向 LGD 下订 30 万组 OLED

电视面板、2019 年将增加至每年 60 万组。LGD 投资 1.8 万亿韩元打造广州 OLED

工厂，未来可从 LGD 广州厂直接供货至 Sony 的上海电视工厂，如此一来，有地

利之便，对 Sony 是一大利多。 

不只如此，LGD 预估广州厂可满足陆厂和其他欧日厂商需求，陆厂创维、康佳等

加入 OLED 电视阵营，欧洲业者 Bang & Olufsen、Metz，以及日厂 Panasonic、

Toshiba 也开始生产 OLED 电视。 

瓦克美国多晶硅基地爆炸，多晶硅及硅片或涨价 

德国瓦克集团近日表示，该企业在美国田纳西州查尔斯顿的生产基地因技术故障

发生了一起物质泄漏和爆炸事故，管道也因此遭受损坏，这次事故促使公司暂停

多晶硅的生产。 

 这一新建的瓦克美国查尔斯顿生产中心总计拥有 2 万吨产能，在瓦克公司整体 6

万多吨（截至去年全年数据）的多晶硅销量中占比极高，因而它的停产将促使国

内外的多晶硅及硅片价格继续上涨。 

瓦克化学的停产将会直接影响到海外进口多晶硅的销售份额，从而可能间接促使

国内多晶硅及硅片价格的上涨（国内最大的几家光伏上中游企业分别为协鑫、隆

基股份、通威等）。 

 2016 年全球多晶硅产能约 43.7 万吨，海外产能 22.7 万吨，国内产能 21 万吨。

当年全球产量为 37 万吨，整体产能利用率 85%，国内龙头企业也持续维持了满

产状态，国内硅料产量占比刚过 50%。未来 2 到 3 年内，随着协鑫、通威等公司

的产能逐步提升，将取代海外高成本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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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走势和投资策略 

2.1 行情回顾 

上周全体 A 股上涨 0.08%（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法，下同），创业板 下跌 0.05%，

中小板上涨 0.59%，电子行业下跌 0.27%，在申万 28 个子行业中排名中游，子

板块中半导体上涨 1.51%，电子元器件下跌 0.97%，光学光电子上涨 0.61%，电

子设备与制造下跌 1.74%。 

图 1 电子对比其他行业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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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周渤海电子板块个股涨幅前十名（%）  图 3 上周渤海电子板块个股跌幅前十名（%）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2.2 估值 

截至上周五，剔除负值情况下，全体 A 股 TTM 市盈率为 19.21 倍（历史 TTM 整

体法，下同），渤海电子板块的 TTM 市盈率为 42.38 倍。目前相对于全体 A 股的

估值溢价率 122%，处于近三年溢价率低点。从子板块的估值情况来看目前半导

体、电子元器件、光学光电子、电子设备与制造板块 TTM 市盈率分别为 50.01

倍、41.19 倍、35.74 倍、45.16 倍。 

图 4 近三年内渤海电子板块的估值情况（历史 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的市盈率）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电子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0 of 15 

 

2.3 本周观点与策略 

上周苹果公司发布新一代 iPhone，正如我们之前预期的，新一代 Iphone 搭载了

面部识别、无线充电、OLED 全面屏等科技。面部识别由于有着更高安全系数，

未来有逐步代替指纹识别的趋势；随着人均随身电子设备数量的增多，充电设备

由于标准不统一，用户往往需要准备多个充电器，苹果公司展示的无线充电板可

以给多个设备同时充电，带来了更好的用户体验；OLED 则是面板行业未来发展

的主要趋势，目前由于产能、技术、价格等原因主要应用于高端手机，随着未来

产能的提升，大屏幕终端系统如电视、平板也将逐步采用 OLED 屏幕。另外 iWatch

的 eSim 技术也不容忽视，将是未来物联网发展的一个趋势。从过去几年的历史

看，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消费电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建议投资者

中长线布局相关领域，选择有业绩支撑的成长股。 

行业评级为“中性”。股票池推荐：景旺电子（603228）、欧菲光（002456）、华

天科技（002185）、水晶光电（002273）。 

3. A 股上市公司主要公告 

【景旺电子】拟在珠海投资 13.6 亿元建立 PCB 生产基地 

为加快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业布局，公司拟与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议书》，通过全资子公司景旺电子科

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景旺”）在珠海市高栏港区投资建设印制

电路板生产基地，研发、生产和销售印制电路板、柔性电路板。项目计划投资

13.60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10亿元人民币。公司与珠海高栏港

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已就《投资协议书》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未正式签署协议。 

 

【隆基股份】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财

务中心负责人刘学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8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自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刘学文女士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

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 200,000 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且未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减持原因为个人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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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宏科技】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分

别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勇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赵启祥先生、财务

总监朱国强先生的《减持胜宏科技股份告知函》。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合

计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含））1,220,625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0.29%。 

【合力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收购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泰”）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

力泰”或“受让方”）收购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光宇” 或

“标的公司”或“转让方”）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拟以

自有资金收购珠海光宇部分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公司将持有珠海光宇 23.127%

的股权。截止 2017 年 9 月 11 日，珠海光宇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江西合力泰已经完成了对珠海光宇部分股权的收购。 

【立讯精密】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透过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公司计划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投资建设“电声器件及音

射频模组扩建项目”，实施主体为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莞立讯”）。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

金 32,324.90 万元，项目进度 34.75%。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

投资回报，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变更“电声器件及音射频

模组扩建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通过全资子公司东莞立讯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10,200 万元与美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律实业”）合资设立

东莞立讯美律电子有限公司（暂定名称，实际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立讯美律”或“合资公司”），其中，美律实业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9,800 万

元。投资完成后，东莞立讯将持有合资公司 51%股权，美律实业将持有合资公司 

49%股权。此次变更共涉及募集资金人民币 10,200 万元，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2.22%。 

【新天科技】中标多个智慧水务及智能水表项目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天科技”）于近期中标多个智

慧水务、智能水表项目，包括供水集团光电直读式自组网水表采购项目、“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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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供水（智慧供水）”平台建设项目、南华县城第二水厂建设及供水管网提升改

造工程组合供水计量设备采购等，具体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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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

保证该信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

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

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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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

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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