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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板块行情回顾。昨日 TMT板块涨跌互现，传媒指数走势较好而电子、通信、计算机指数走势相对一般。

SW传媒指数上涨 0.24%，跑赢上证指数 0.26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 10；SW电子、计算机和通信

指数分别下跌 0.23%、0.46%和 0.59%，分别跑输大盘 0.21、0.44 和 0.57 个百分点，分列所有行业第 14、

19和 23位。 

二级行业方面，SW 营销传播指数以 1.60%的涨幅领跑 TMT 所有二级板块，SW 其他电子和 SW 电子制造

指数分别上涨 0.45%和 0.23%，分别跑赢上证指数 0.47 和 0.26 个百分点。其他 SW 二级行业指数全部下

跌，且跌幅在 0.03%至 0.86%之间。 

 

表 1 TMT 各板块昨日涨跌幅（%）（2019/10/24）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 

 

科创板行情跟踪。昨日科创板大幅回调，个股涨少跌多，仅有 5 支个股出现上涨，共有 29 支个股出

现下跌。上涨个股分别为：瀚川智能（2.07%）、交控科技（1.67%）、微芯生物（0.84%）、天宜上佳（0.60%）

和福光股份（0.15%）。所有个股平均跌幅为 2.07%，平均交易金额为 2.32 亿元，平均换手率为 12.22%，

交易额、换手率相比上一交易日有所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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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创板企业昨日涨跌幅（%）（2019/10/24）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 

 

重点公告 

电子： 

◼ 汇顶科技（603160）：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6.78亿元，同比增长97.77%，实现归母净利润17.12亿元，同比增

长437.22%；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92亿元，同比增长83.37%，实现归母净利润6.95亿元，同

比增长236.78%。 

◼ 顺络电子（002138）：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31亿元，同比增长10.38%，实现归母净利润2.97亿元，同比下降

17.87%；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14亿元，同比增长15.14%，实现归母净利润1.02亿元，同比下

降24.70%。 

◼ 崇达技术（002815）：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77亿元，同比增长0.17%，实现归母净利润3.90亿元，同比下降

9.83%；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25亿元，同比下降3.33%，实现归母净利润1.26亿元，同比下降

17.70%。 

◼ 东晶电子（002199）：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55亿元，同比增长13.68%，实现归母净利润1842.48亿元，同比增

长200.80%；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140.89万元，同比增长53.81%，实现归母净利润2973.53万元，

同比增长4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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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 瑞斯康达（603803）: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25亿元，同比增长12.85%，实现归母净利润0.99亿元，同比增长

23.54%；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65亿元，同比增长5.58%，实现归母净利润0.48亿元，同比增长

24.76%。 

◼ 瑞斯康达（603803）: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开元”）持有公司股份 32,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2%，所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海通开元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12,631,6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 

 

计算机： 

◼ 东方国信（300166）：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1.05亿元，同比增长16.12%；实现归母净利润1.84亿元，同比增长0.89%。

其中，三季度实现营收4.59亿元，同比增长22.98%；实现归母净利润0.98亿元，同比增长27.99%。 

◼ 启明星辰（002439）：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5.83亿元，同比增长21.57%；实现归母净利润0.97亿元，同比下降

17.93%。其中，三季度实现营收7亿元，同比增长24.77%；实现归母净利润0.83亿元，同比下降12.28%。 

◼ 数据港（603881）：关于杭州185数据中心的进展公告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杭州瀚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瀚融”）收到浙江省电信公司杭州

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电信”）的IDC业务施工单，因终端客户业务调整，经杭州电信与其协商，

现有终端客户决定不再继续租用185数据中心。 

◼ 宝信软件（600845）：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5.19亿元，经调整后同比增长12.01%；归母净利润为6.08亿元，经

调整后同比增长24.82%。 

◼ 科大讯飞（002230）：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65.73亿元，同比增长24.41%；实现归母净利润3.74亿元，同比增长

70.51%。其中，三季度实现营收23.45亿元，同比增长13.10%；实现归母净利润1.84亿元，同比增长

108.06%。 

 

传媒： 

◼ 光线传媒（300251）：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4.61亿元，同比增长91.47%；归母净利润为11.09，同比下降51.46%。

其中，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90亿元，同比增长128.65%；实现归母净利润10.04亿元，同比增长

4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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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重要新闻 
◼ IDC：中国云专业服务2019年到2023年间将保持27.3%的增长率（新浪财经） 

IDC首次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云专业服务跟踪报告》显示，2019上半年云专业服务市场规模为55.8亿

元，在IT服务相关市场的渗透率达到12.2%；其在2019上半年27.5%的增速也远远超过IT服务市场，已

经成为帮助企业实施云策略的重要支撑。IDC预测，中国云专业服务在2019年到2023年间保持27.3%的

增长率，2023年市场规模达到306亿元人民币。 

◼ 科大讯飞：讯飞产投已投资60余家公司，平均总体增幅达到50%以上（和讯）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科大讯飞牵头发起的讯飞产投，已经投资60余家公司，平均总体增幅达

到50%以上。中国未来会有更多小而美的智能企业，科大讯飞也希望开放相关技术，与大家合作。 

◼ 交通运输部：ETC发行任务完成率超过70%（澎湃新闻）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介绍，服务水平提升方面，前三季度降低物流成本570亿元，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取得明显进展，工程建设加快推进，ETC发行任务完成率超过70%。 

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变动，5G 推进不如预期，手机出货疲软，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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