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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S 耳机增长势头不减，5G 持续推动

产业全面复苏  

——电子元器件周报（11.11-11.24）  

 

股票名称 
EPS PE 

19E 20E 19E 20E 

环旭电子 0.62 0.80 25.23  19.55  

韦尔股份 0.72 2.48 165.01  47.91  

信维通信 1.14 1.52 34.20  25.65  

兆易创新 1.65 2.12 98.12  76.37  

石英股份 0.50 0.71 30.16  21.24  

汉钟精机 0.66 0.80 12.42  10.25  

中微公司 0.44 0.54 155.84  126.98  

晶方科技 0.40 0.67 62.05  37.04  

广信材料 0.49 0.67 36.12  26.42  

安集科技 0.98 1.26 114.91  89.37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5G 手机出货量大增，TWS 耳机延续高增长：10 月份，国内 5G 手机出货

量达 249.4 万部，环比提高 402%，国内 5G 手机单月出货首次达到百万量

级。可穿戴设备方面，2019 年 Q3，全球 TWS 耳机出货量达到 3300 万台，

同比增长 22%。其中，苹果以 45%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但是低于 Q2 的

53%的市场份额，小米、三星分别以 9%、6%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二和第三。

预计随着 Airpods Pro 的持续热销，苹果有望继续引领 TWS 耳机市场，带

动行业持续高增长。 

 大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提升，消费端景气度高涨带动封测行业复苏：代

工厂商台积电、联电、中芯国际与华虹半导体 Q3 季度收入环比增速分别

为 21.3%、4.7%、3.2%、3.9%；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Q3 产能利

用率分别上涨至 91%、97.0%、96.5%，接近满载，行业景气度显著回升。

国内封测厂商一季度业绩触底，二季度业绩环比回升明显；三季度产能利

用率接近满载，产品价格上涨，封测行业受下游设计厂商订单拉动而迅猛

回升；预计四季度封测行业景气度与三季度持平或小幅上升，A 股封测企

业业绩有望持续提升。 

 10 月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额重回增长轨道，代工厂增加资本开支应对明

年 5G 需求：10 月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额 21.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0%，

结束长达 11 个月的负增长。10 月日本半导体设备出货额 1806.90 亿日元，

同比下降-9.71%，环比增长 1.4%。台积电与三星相继增加资本开支应对

明年 5G 需求，同时受存储库存调整影响缩减、先进制程需求拉动以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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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区产能投放的三大因素刺激，半导体设备行业景气度回升态势明显。 

 投资建议： 1）消费电子建议关注 iPhone 无线通讯模组以及 iWatch 的 SiP

模组供应商环旭电子；COMS 芯片供应商韦尔股份；存储器供应商兆易

创新；国内泛射频龙头信维通信；2）半导体板块建议关注已实现部分半

导体制造设备国产化替代的中微公司；正持续推进半导体设备厂商认证的

电子级石英制品厂商石英股份；晶圆厂干式真空泵厂商汉钟精机；以及先

进封装领军企业晶方科技；3）电子化学品建议持续跟踪国内 PCB 油墨龙

头企业广信材料；以及 CMP 抛光液龙头安集科技。 

 风险提示：行业需求下降，国际政治关系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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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行业总量观察 

1.1 总量数据点评：5G 手机出货量大增，TWS 耳机延续高增长 

手机市场：10 月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3461.6 万部，同比下降 4.5%，跌幅比上个月缩小了

1.1 个百分点。10 月份国内共上市 5G 手机新机 2 款，较上个月的 9 款有所下降，5G 手

机出货量达 249.4 万部，环比提高 402%，5G 手机已经陆续开始出货。 

图 1：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图 2：国内 5G 手机出货情况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长城证券研究所 

可穿戴设备：2019 第三季度全球 TWS 耳机出货量达到 3300 万台，同比增长 22%。其中，

苹果以 45%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但是低于 Q2 的 53%的市场份额。在剩下的 55%的市

场份额中，主要被小米、三星、JBL、Beats 等获取，其中小米和三星分别以 9%、6%的

市场份额位列第二和第三。随着苹果新发布的 AirPods Pro 持续热销，苹果在 TWS 耳机

领域有望持续维持领导地位。 

图 3：全球 TWS 耳机出货量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长城证券研究所 

面板供需方面：11 月面板价格增速跌幅进一步收紧，笔记本、显示器与电视面板价格季

度跌幅分别为 0%、-2.48%与-7.55%，笔记本电视面板价格回暖趋势明显，大尺寸电视面

板价格跌幅收紧。10 月笔记本与平板出货量分别同比增长 6%与 17%，笔记本与平板等

中小尺寸面板出货量持续向好。另一方面，9 月大尺寸面板出货量同比下跌，电视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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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出货量同比分别下跌-7%与-3%。面板去库存改善明显，中小尺寸面板价格跌幅收窄并

且出货量增加，建议持续关注去库存进展。 

图 4：面板价格增速跟踪（QoQ）  图 5：面板出货量（片）增速跟踪（YoY）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半导体供需方面：10 月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额 21.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0%，结束长

达 11 个月的负增长。10 月日本半导体设备出货额 1806.90 亿日元，同比下降-9.71%，环

比增长 1.4%。台积电与三星相继增加资本开支应对明年 5G 需求，同时受存储库存调整

影响缩减、先进制程需求拉动以及大陆地区产能投放的三大因素刺激，半导体设备行业

景气度回升态势明显。 

图 6：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额（亿美元）  图 7：日本半导体设备出货额（亿日元）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SEMI，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长城证券研究所 

2. 行业细分领域跟踪 

2.1 消费电子：EMS 厂营收增速下滑明显，光学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 

EMS 方面：10 月台湾 EMS 上市企业营收合计 10657 亿新台币，同比下降 4.5%，比上个

月降低了 7.8 个百分点。从台湾 EMS 各厂营收来看，10 月份鸿海、和硕、广达、仁宝、

伟创、英业达营收分别为 5959 亿新台币、1471 亿新台币、958 亿新台币、989 亿新台币、

799 亿新台币、482 亿新台币，同比分别增长 1.0%、-20.9%、-7.2%、-0.2%、-1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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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较上个月分别提高了 0.6pct、-52.4pct、-4.1pct、-7.8pct、-3.7pct、10.2pct。总体来看，

10 月台湾 EMS 厂营收增速与 9 月相比，下滑明显。 

图 8：台湾 EMS 上市企业月度营收汇总   图 9：台湾地区 EMS 厂月度营收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从台湾地区 PCB 各厂营收来看，9 月份臻鼎、瀚宇博德、健鼎、欣兴电子、华通营收分

别为 165 亿新台币、38 亿新台币、48 亿新台币、78 亿新台币、62 亿新台币，同比分别

增长 9.9%、-4.7%、2.0%、3.6%、19.7 %，增速较上个月分别提高了 2.6pct、-4.0pct、0.8pct、

-4.1pct、6.8pct，总体来看，各大企业营收增速较上个月接近持平。 

图 10：台湾地区 PCB 厂月度营收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光学元件方面：大立光 10 月营收 66.26 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27.2%，增速与上个月相比

提高了约 7.6 个百分点，单月营收再创新历史新高。公司营收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受到苹果

新机出货拉动的影响。 

玉晶光 10 月营收 14.68 亿新台币，同比提高 79.2%，增速比上个月降低 65.9 个百分点。

进入二季度以来，玉晶光的营收增速不断提高，主要原因在于苹果下半年新机后摄将从

双摄提高至三镜头设计，玉晶光在前后镜头均有打入供应链。 

图 11：大立光月度营收汇总  图 12：玉晶光月度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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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被动元件：10 月国巨营收 32.23 亿新台币，同比下降 49.0%，环比下降 8.4%，华新科营

收 21.03 亿新台币，同比下降 55.9%，环比下降 11.3%。同比降幅较大主要是因为去年被

动元件涨价导致基数过高，从环比来看，随着被动元件价格企稳，业绩已经基本处于比

较稳定范围。 

图 13：国巨月度营收  图 14：华新科月度营收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2.2 半导体：大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提升，消费端景气度高涨带动封测行业复

苏 

代工制造：随着全球与中国半导体销售额复苏，Q3 季度晶圆代工企业环比改善明显，台

积电营收屡创新高。台积电、联电、中芯国际与华虹半导体 Q3 季度收入环比增速分别为

21.3%、4.7%、3.2%、3.9%，台积电领衔晶圆代工产能利用率提升，行业景气度上行。 

图 15：台湾地区代工企业月度营收增速（YoY）对比  图 16：大陆地区代工企业季度营收增速（YoY）对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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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Q3 中芯国际实现营收 8.16 亿美元，同比下降 4.0%，环比上升 3.2%；除去意大利 Avezzano

工厂，实现营收 8.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Q3 毛利率 20.8%，环比提升 1.7 个百分点。

制程方面，55/65nm 制程业务占比明显提升，Q3 占比 29.3%，环比提升 3.1 个百分点；

0.15/0.18μm 制程业务 Q3 占比 35.8%，环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40/45nm 制程业务 Q3 占

比 18.5%，环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细分市场方面，通讯和消费分别占比 46.1%与 34.9%，

通讯环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消费环比上升 3.8 个百分点。Q3 季度受益手机与 5G 等需求

拉动，公司 Q3 业绩显著增长，整体产能利用率从 Q2 的 91.1%上升至 97.0%，接近满载。

在财报会上，中芯国际强调，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兴起将大幅提振市场需求，为半导

体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公司业绩指引 Q4 收入环比提升 2~4%，毛利率接近

23%~25%，业绩环比持续增长。 

图 17：中芯国际各季度晶圆代工各类业务占比（制程与细分市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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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华虹半导体实现收入 2.39 亿美元，同比下降 0.9%，环比增长 3.9%；毛利率 31.0%，

同比下降 3.0 个百分点，环比持平。公司预计 Q4 实现销售收入 2.42 亿美元左右，同比增

长约 1.26%；毛利率约 26%~28%，环比略有下降。三季度收入方面的强劲表现主要得益

于亚太地区需求的增加，尤其是 MCU、超级结、IGBT、通用 MOSFET、电源管理芯片

和模拟产品；这再次凸显了公司特色工艺产品的实力和质量。此外，市场变化使产品面

临价格下行压力，与此同时硅片成本上升，这些不利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上升至 96.5%所抵

消。另外，Q3 收到大量政府补助，抵消了部分折旧成本。 

细分市场方面，华虹第一大终端市场为消费电子，Q3 占比 61.1%，同比减少 6.8%，主要

由于智能卡芯片的需求减少；工业与汽车业务占比 25.2%，同比增长 24.2%，主要得益于

MCU、超级结、通用 MOSFET 及射频产品的需求增加。制程工艺方面，0.13μm 及以下

工艺业务占比 33.9%，同比减少 1.9%，主要由于智能卡芯片及逻辑产品的需求减少，部

分被 MCU 产品的需求增长所抵消；0.35μm 及以上工艺业务占比 49.7%，同比减少 0.7%，

主要由于智能卡芯片、LED 照明及通用 MOSFET 产品的需求减少，部分被超级结产品的

需求增长所抵消。此外，华虹无锡 12 寸（七厂）开始投产，其中两个产品良率达到 90%。

公司认为 5G 将成为下一个浪潮，半导体器件的需求会相应激增，包括微控制器、传感器、

射频、电源管理和存储器等；华虹作为特色工艺的领先者，将直接受益于 5G 创新。 

图 18：华虹半导体 Q3 季度各细分市场业务占比  图 19：华虹半导体 Q3 季度各制程业务占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存储行业方面：11 月至今 DXI 指数下跌 734 点，跌幅-3.98%；DRAM 颗粒现货价格月度

跌幅为-2.89%，NAND Flash 颗粒现货价格月度增幅 1.26%，11 月 NAND Flash 价格回升，

存储库存调整进一步改善；在三星与海力士调整存储产线用于 CIS 产品后，明年存储库

存水平有望回归正常，存储行业景气度有望周期上行。 

图 20：DXI 指数跟踪  图 21：存储颗粒现货价格走势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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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封测行业方面：Q3 全球封测龙头日月光集团单季营收 1176 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9%，环

比增长 30%。Q3 安靠单季营收 10.84 亿美元，超预期 1.31%，并预计 Q4 收入 10.50~11.40

亿美元。三季度封测厂商环比均明显复苏，受益 5G 与手机端需求拉动，龙头封测企业增

速明显增高，带动封测行业景气度上行。 

国内半导体封测厂商晶方科技、长电科技、华天科技、通富微电上半年受行业周期下行

影响导致业绩不同程度下滑，今年上半年确认为封测行业周期底部，三季度封测厂商收

入增加，产能利用率接近满产，行业拐点确认，景气度回升。Q3 晶方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1.41 亿元，同比下降-4.41%；实现归母净利润 0.30 亿元，同比增长 390.84%；扣非归母

净利润 0.19 亿元，同比增长 478.32%。Q3 长电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70.47 亿元，同比增长

3.91%；归母净利润 0.77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 0.43 亿元。Q3 华天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2.67

亿元，同比增长 27.86%；归母净利润 0.82 亿元，同比下降 29.88%。Q3 通富微电实现营

业收入 24.67 亿元，同比增长 23.26%；归母净利润 0.50 亿元，同比下降 15.82%。国内封

测厂商一季度业绩触底，二季度业绩环比回升明显；三季度产能利用率接近满载，产品

价格上涨，封测行业受下游设计厂商订单拉动而迅猛回升；预计四季度封测行业景气度

与三季度持平或小幅上升，A 股封测企业业绩有望持续提升。 

图 22：A 股半导体封测公司季度营收增速对比  图 23：A 股半导体封测公司毛利率对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24：A 股半导体封测公司年化 ROE 对比  图 25：A 股半导体封测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占营收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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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2.3 电子化学品：Q3 全球硅晶圆市场同比下滑，大陆 8 寸硅晶圆有望加速国

产化 

Q3 全球硅晶圆厂商收入同比均下滑，信越、Sumco、环球晶圆和 Siltronic 三季度收入分

别下滑-1.90%、-13.67%、-2.67%和-21.06%。根据 Sumco 财报数据，2019 年 Q1 与 Q2 全

球 8 寸晶圆需求量下降明显，Q2 季度单月需求量约 500 万片，同比下降约 12%；Q1 与

Q2 全球 12 寸晶圆需求量同比持平。预计今年下半年全球晶圆仍然供大于求，库存偏高；

明年受益于需求端复苏，晶圆库存量下降，硅晶圆市场有望复苏。 

图 26：台湾地区晶圆企业月度营收增速（YoY）对比  图 27：海外晶圆企业季度营收增速（YoY）对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3. 重点行业新闻 

【中国台湾华映公司宣告破产，其显示器产量曾排名世界前三】据联合晚报 11 月 20 日

报道，中国台湾大同集团旗下的中华映管公司日前宣布破产，其显示器产量曾为全球前

三。据报道，华映公司 8 月和 9 月的工资迄今未依约支付，共 1842 名员工被拖欠工资，

总金额初步预估为 8 亿元新台币。该工资由中国台湾劳动部垫付，最迟明年春节前发放。

这是中国台湾历史上拖欠工资最高、人数最多的案件。 

【华为 Mate X 如期开卖，不到 3 分钟宣告售罄】今天上午 10:08 分，华为首款 5G 折叠

屏手机在华为官方商城限量开售，售价为 16999 元。开卖不到三分钟，华为 Mate X 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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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罄，据华为官方商城表示，下一轮开售时间为 11 月 22 日 10:08 分。据华为官网介绍，

华为 Mate X 闭合时是主屏 6.6 英寸的折叠手机（背面屏幕为 6.38 英寸），展开后立即

变成 8 英寸“平板电脑”，且最薄处厚度仅为 5.4 毫米。 

【Strategy Analytics：明年苹果将是全球 5G 手机最大卖家】据腾讯科技 11 月 18 日援引

外媒报道，近日科技市场研究企业战略分析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预

测，苹果公司将会 2020 年第三季度进入 5G 竞赛，并且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获得行业第

一名地位。在历史上，苹果智能手机并不十分热衷最新技术，苹果 CEO 库克也在多个场

合表示，苹果的兴趣并不是做第一个“吃螃蟹者”，苹果更希望推出成熟的使用体验来

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市场份额。 

【应用材料公司将启动 META 中心，芯片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或将大大缩短】据科技新

报 11 月 13 日报道，美国半导体与面板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近日宣布启用材料工程技术

推动中心 META 。应用材料指出，该中心目的在于促进加速新材料、制程技术及零部件

的雏型工程。META 中心将提高芯片性能、功率和成本效益。此外，工程师在 META 中

心可以评估新兴的芯片材料、结构和零部件，在稳定的试产环境进行测试并加快准备速

度，尽早导入客户量产设施。 

【日本或将取代美国成为华为最大的零部件采购地】据日经中文网报道，11 月 21 日，华

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在日本东京都内召开记者会，他表示，预计 2019 年华为从日本企业采

购的零部件金额将比 2018 年增加 50%达到 1.1 万亿日元（约合 712 亿人民币）。业内人

士预计，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华为最大的零部件采购地。 

4. 本周市场回顾 

4.1 电子板块市场表现 

二级市场回顾：过去一周，上证综指下跌了 0.21%，深证成指下跌了 0.22%，沪深 300 指

数下跌 0.70%，申万电子板块下跌 1.95%。2019 年，电子板块累计上涨 54.86%，沪深 300

指数累计上涨 27.88%。 

电子各子行业板块涨跌幅：过去一周，电子板块涨幅前五的子行业分别为被动元件

（+0.19%），显示器件Ⅲ（-0.52%），光伏设备（-0.56%），其他电子Ⅲ（-1.53%），

分立器件（-1.64%），跌幅排前五名的子行业分别为印刷电路板（-4.31%），电子系统组

装（-3.80%），半导体材料（-3.28%），光学元件（-3.27%），集成电路（-2.84%）。 

图 28：电子板块子行业周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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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4.2 电子个股涨跌幅情况 

申万电子板块总共拥有 260 只个股，上周上涨标的 114 只，上涨数比例由前一周的 35.00%

上升至 43.85%，上周下跌标的 140 只，下跌数比例由前一周的 64.23%下降至 53.85%。 

其中涨幅前五的个股包括： 

璞泰来（21.56%）：公司主营业务未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及自动化工艺设备领域，相关

业务互动发展并产生初步的协同效应，形成了以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自动化涂布机、

隔膜涂覆加工、铝塑包装膜、纳米氧化铝等业务的全面延伸。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 4.58

亿元，同比增长 6.83%；营业收入 35.01 亿元，同比增长 52.80%；基本每股收益 1.05 元，

同比增长 6.06%。 

春兴精工（15.56%）：公司为国内领先的精密轻金属结构件制造与服务供应商，立足于

通信业务、消费电子、汽车小型结构件三大主营业务，同时不断拓展新业务。11 月 20 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孙洁晓此前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正

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公司宣布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科达利（14.49%）：公司系以锂电池精密结构件业务为核心、汽车结构件业务为重要构

成的国内领先精密结构件产品研发及制造商。公司产品主要分为便携式锂电池精密结构

件、动力及储能锂电池精密结构件、汽车结构件三大类，广泛应用于便携式通讯及电子

产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电动工具、储能电站等众多行业领域。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净

利润 1.47 亿元，同比增长 234.74%；营业收入 17 亿元，同比增长 26.34%；基本每股收

益 0.7 元，同比增长 233.33%。 

诺德股份（10.50%）：公司的核心产业为锂离子电池基础材料电解铜箔的生产、销售，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电解铜箔的生产商，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档电解铜箔产品、动力

电池材料等系列产品具备有较为明显的技术与成本优势，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新能源锂

电池材料龙头供应商。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6399.95 万元，同比增长 5.29%；营业收

入 28.53 亿元，同比增长 61.08%；基本每股收益 0.0556 元，同比增长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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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机电（9.18%）：公司目前是中国领先的微特电机企业，全球业内知名微特电机供应

商公司之一，主要从事微特电机、触摸显示产品以及结构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产品主要包括微特电机、驱动马达、无刷马达、盖板玻璃、触摸屏、显示屏、硅橡胶结

构件等。公司 11 月 18 日晚间公告称，若出现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深交所可能暂停公司

股票上市。 

其中跌幅前五的个股包括： 

清溢光电（-16.32%）：公司主要从事掩膜版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业务，是国内成

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掩膜版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平板显示、半导体芯片、

触控、电路板等行业，是下游行业产品制程中的关键工具。新股。 

长阳科技（-15.08%）：公司主要从事反射膜、背板基膜、光学基膜及其它特种功能膜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新股。 

共达电声（-14.17%）： 公司是专业的电声元器件及电声组件制造商、服务商和电声技

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包括微型麦克风、微型扬声器/受话器及其阵列模组。

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1648.48 万元，同比增长 288.86%；营业收入 6.91 亿元，同比增

长 15.45%；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同比增长 400.00%。 

华体科技（-13.05%）： 公司是一家集照明方案设计、产品研发制造、工程项目实施、

物联网智能管理维护四大业务板块为一体的户外照明企业，为中国名列前茅的户外道路

照明企业。公司主要优势业务包括智慧路灯、文化照明产品、LED 户外大功率照明产品、

城市景观亮化工程及公共设施。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8031.54万元，同比增长 70.06%；

营业收入 5.25 亿元，同比增长 40.05%；基本每股收益 0.7934 元，同比增长 69.49%。 

华正新材（-12.56%）：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研发生产环氧树脂覆铜板的企业之一，主导

生产的高端覆铜板、功能性复合材料、热塑性蜂窝材料等新材料产品均已通过中国 CQC、

美国 UL、日本 JET 和 SGS 认证，并广泛应用于 4G 通讯信号交换系统、云计算储存系统、

自动驾驶信号采集系统、物联网射频系统、医疗设备、轨道交通、新能源、绿色物流等

各大领域。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4.89 亿元，同比增长 20.83%；净利润

7820.46 万元，同比增长 36.74%。基本每股收益 0.60 元。 

4.3 本周新股汇总 

本周 IPO 新股：斯达股份[A18078] 

公司主营业务是以 IGBT 为主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和模块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并以 IGBT 模

块形式对外实现销售。IGBT 模块的核心是 IGBT 芯片和快恢复二极管芯片，公司自主研

发设计的 IGBT 芯片和快恢复二极管芯片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据 IHSMarkit2018 年

报告数据显示，在 2017 年度 IGBT 模块供应商全球市场份额排名中，斯达股份排名第 10

位，在中国企业中排名第 1 位，成为世界排名前十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 

图 29：公司各产品收入情况（万元）  图 30：公司主要产品收入占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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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公司 2019 年 H1 收入为 3.66 亿元，其中 1200VIGBT 模块占比 74.47%，其他电压 IGBT

模块占比 23.58%。  

图 31：公司营业收入、增速及毛利率  图 32：公司归母净利润、净利率及 ROE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33：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及占营收比例  图 34：公司总资产及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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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半年实现收入 3.66 亿元，同比增长 11.79%；毛利率 30.24%，净利率 17.60%，

ROE27.90%，各项盈利指标良好。另一方面，公司剔除预收款后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

从 2015 年 52.97%降为 2019H1 的 41.34%，总体保持稳定，偿债能力较强。 

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 IGBT 芯片和快恢复二极管芯片的设计和工艺及

IGBT 模块的设计、制造和测试，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均未发生过变化。报告期内，

IGBT 模块的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总额的 95%以上，是公司的主要产品。由于 IGBT

对设计及工艺要求较高，而国内缺乏 IGBT 相关技术人才，工艺基础薄弱且企业产业化起

步较晚，因此 IGBT 市场长期被大型国外跨国企业垄断，国内市场产品供应较不稳定；随

着国内市场需求量逐步增大，供需矛盾愈发突显。公司作为国内 IGBT 行业的领军企业，

不仅具备先进的模块设计及制造工艺，亦拥有自主研发设计国际主流 IGBT 和快恢复二极

管芯片的能力，全面实现了 IGBT 和快恢复二极管芯片及模块的国产化。 

据 IHSMarkit2018 年报告数据显示，在 2017 年度 IGBT 模块供应商全球市场份额排名中，

斯达股份排名第 10 位，在中国企业中排名第 1 位，成为世界排名前十中唯一一家中国企

业。 

根据 IHSMarkit 2018 年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 IGBT 模块市场约为 47.9 亿美金。

根据集邦咨询《2019 中国 IGBT 产业发展及市场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 IGBT 市场规

模预计为 128 亿人民币，2018 年中国 IGBT 市场规模预计为 153 亿人民币，相较 2017 年

同比增长 19.91%。公司经历了早期的市场开拓后，目前已成为少数实现 IGBT 大规模生

产的国内企业之一，是国内多家知名工业控制企业的主要 IGBT 模块供应商，先发优势明

显。 

公司公开发行股数不超过 4000 万股，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 25%。拟募集资金 8.2 亿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用 IGBT 模块扩产项目、IPM 模

块项目（年产 700 万个）、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图 35：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项目概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规模（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新能源汽车用 IGBT 模块扩产项目 25,000.00 25,000.00 

2 IPM 模块项目（年产 700 万个） 22,000.00 22,000.00 

3 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15,000.00 15,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合计 82,000.00 82,000.00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长城证券研究所 

4.4 重点覆盖公司跟踪 

环旭电子：公司 10 月营收 37.8 亿元，同比下降 1.55%，环比减少 9.31%。公司 10 月营

收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由于今年消费电子订单提前了一个月，更多的营收反映在 Q3。从

Q3 的业绩来看，公司 Q3 单季度营收 113.7 亿元（YoY+21.68%），归母净利润 4.71 亿元

（YoY+22.41%），扣非归母净利润 4.66 亿元（YoY+25.96%），毛利率 10.13%，同比下

降 0.48 个百分点。在经历了 Q2 业绩的低增长之后，公司在 Q3 业绩重回高增长，主要原

因是消费电子进入旺季之后，营收有大幅提高，工业类产品也有较快增长。通讯类产品

由于新增 UWB 模组，收入有较大增长。电脑类产品、汽车电子产品受到贸易战影响，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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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增速低于预期。预计 Q4 营收会接近 Q3 水平，明年在新品的带动下，公司营收有望重

回高增长。 

4.5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苏大维格】公司拟使用 9,500 万元人民币自有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大维格（盐城）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盐城维格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仍持有其 100%的股权。盐城维格拟将注册地址变更为江苏盐城大丰经济开发区申丰

路 88 号。 

【东山精密】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9,225.58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下项目：年产 40 万平方米精细线路柔性线路板及配套装配扩产项目

 、Multek 印刷电路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盐城东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无线模块生产

建设项目以及 Multek5G 高速高频高密度印刷电路板技术改造项目。 

【*ST 德豪】公司控股公司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了其出售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的

非常重大出售事项的相关公告，本公司持有雷士照明 870,346,000 股，占其总股本的

20.59%。根据雷士照明发布的上述公告，按照公司目前的持股数，预计公司将获得约 7.83

亿港元的现金分红，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情况。 

【*ST 德豪】公司拟出售子公司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给中山市润

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次股权交易以 246,859,342.74 元作为交易价格。 

【*ST 德豪】公司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缓解本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拟

通过出售全资子公司广东德豪润达照明电气有限公司100%股权给Brilliant Lights (Dragon) 

Pte. Ltd 的方式，将 LED 国内照明大部分业务出售，本次股权出售以 4.9 亿元作为交易价

格。 

【东旭光电】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拟向石

家庄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让其持有的东旭集团 51.46%的股权，该股权

转让事项尚需上级有权单位审批。由于本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为避免

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申请自 2019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

上午开市起停牌，停牌预计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华灿光电】公司与子公司华灿光电（浙江）有限公司拟出售合计持有的和谐芯光（义

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给天津海华新科技有限公司，协议价格为人民币 196,000

万元。 

【联创光电】公司拟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等签署《关于设立中久光

电产业（江西）有限公司的出资协议书》，拟向中久光电产业（江西）有限公司出资，

出资金额 11,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首期出资 6111.11 万元。 

【天华超净】公司的子公司宜宾市天宜锂业科创有限公司拟以约 1414 万澳元（折合人民

币约 6820 万元）认购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AVZ Minerals Limited 增发的

314,300,000 股股份，占 AVZ 本次增发总股本的 12%。 

【三安光电】公司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70 亿元，同意特定对象长沙先导

高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金额分别为 50 亿元、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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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德】公司拟发行六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8 亿元。本次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LED 应用产业南方总部项目”、“LED 应用产业园建设项目”、“利亚德

（西安）智能研发中心项目”。 

【旭光股份】公司因筹划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开市起停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标的公司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12 名中小股东明确同意参加本次交易，共计已

有 89 名中小股东明确同意参与本次交易，合计持有储翰科技 61,838,700 股，占储翰科技

总股本的 60.04%，占本次交易拟购买股份的 89.01%。 

【江海股份】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收购麦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

荣生电子有限公司 4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荣生电子 100％的股权。 

【欧比特】公司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

余东西精华金融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东

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上述三名股东合计持有的超过公司总

股本 7%的股份转让至格力金投。同时，格力金投正在与公司现控股股东颜军先生沟通关

于颜军先生放弃其所持股份的部分表决权事宜，该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为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申请（股票简称：欧比特，股票代码：300053）自 2019 年

11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拓邦股份】公司决定增加对全资子公司拓邦（香港）有限公司的投资，本次增资金额

不超过 4,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8,086.8 万元），香港拓邦将使用增资资金在越南投

资成立全资子公司。 

【华灿光电】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华灿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子公司”）增资人民币 3 亿元，增资后苏州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4 亿元，公司持有

其 100%股权。 

【东山精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袁永刚先生、袁永峰先生和袁富

根先生拟合计转让东山精密 80,328,624 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给盐城

智能终端产业园区开发运营有限公司，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1,480,665,394.74 元。该协议转

让仍在积极推进，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尚在政府审批流程中，存在不确定性。 

【水晶光电】公司为投资智能终端用光学组件技改项目、移动物联智能终端精密薄膜光

学面板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 225,000.00

万元。 

【海洋王】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566.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

价 6,783.00 万元、中介机构费用，并用于标的公司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 5,600.00 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优先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剩余资金用于

标的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汇顶科技】公司已通过汇顶科技通过汇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汇顶香港自有资金

分别在荷兰 、比利时、法国、印度设立四家孙公司。 

【乾照光电】公司与济源市中骏物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公司所持有

的南昌凯迅光电有限公司 24.6525%的股权，转让款共计 11,093.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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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微】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紫光神彩、紫锦海阔、紫锦海跃、红枫资本

和鑫铧投资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紫光联盛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通过购买

紫光联盛 100%股权将 Linxens 集团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北京君正】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肥君正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屹唐投资、

华创芯原、上海瑾矽、民和志威、闪胜创芯、WM、AM、厦门芯华持有的北京矽成 59.99%

股权，以及武岳峰集电、上海集岑、北京青禾、万丰投资、承裕投资持有的上海承裕 100%

财产份额，合计交易作价 72 亿元。 

【欧比特】公司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与公司股东金

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余东西精华金融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金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称“转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协议受让转让方合计持

有的 53,071,52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7.56%（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

例为 7.62%）。控股股东颜军将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7,905,035 股股份。上述事项完成

后，格力金投将持有上市公司 105,904,291 股股份及对应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08%（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15.20%），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珠海市国资委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东尼电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湖州东尼新材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东尼新材注册资本将由 2,000 万元增至 4,000 万元，公司仍持

有东尼新材 100%股权，持股比例不变。 

【星星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其全资子公司广

东星星精密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星星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转让价格为 7,000 万元。转让完成后，广东玻璃仍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不发生变化。此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深圳精密和广东光电以外的第三方，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领益智造】公司拟通过全资控股公司 Salcomp Manufactur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 以自

有资金购买 Nokia India Pvt Ltd 在诺基亚通讯经济特区（Nokia Telecom SEZ）持有的部分

厂房、固定设施及设备，以及通过租赁方式（租期至 2104 年 7 月 18 日）获得土地使用

权。按照双方协商结果，收购资产价格及租赁费用为 3,000 万美元（不含部分资产转移税

费）。 

【聚飞光电】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 70,468.8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惠州 LED 产品扩产项目和惠州 LED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中京电子】公司拟向胡可、张宣东、何波、徐景浩、林艺明、富歌、雷为农、韩於羹

等 8 人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珠海亿盛 45.00%

股权；拟向新迪公司、华烁科技、中山立顺、APPLE、嘉兴兴和、元盛科技、上海金嵛、

正达联合、富国东海等 9 人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

有的元盛电子 23.88%股权。根据重组协议，珠海亿盛 45.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2,674

万元、元盛电子 23.88%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4,326 万元，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总交易价

格为 27,000 万元。 

【江海股份】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8,000 万元收购麦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荣

生电子有限公司 4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荣生电子 100％的股权。 

【视源股份】公司与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管理办公室签署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区域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拟以自筹资金投资 4 亿元建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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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区域总部项目”，开展公司各项业务在华中区域的研发、

销售及综合运营管理。 

【凤凰光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

江海康科技有限公司将所属智能控制器业务相关资产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至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凤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具体转让价格以经集团公司备案的相关资产

评估结果为准，为 4.15 亿元。 

【伊戈尔】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 Eaglerise Development HK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

“香港伊戈尔”）以自有资金 1400 万元马来西亚林吉特收购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

DEG INDUSTRIAL SUPPLIES SDN.BHD. （以下简称“DEG”）公司 70%股权。本次交

易前，公司未持有 DEG 公司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香港伊戈尔将持有 DEG 公司 70%

的股份，DEG 公司将成为香港伊戈尔的控股子公司。 

【欧菲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欧菲光学技术

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南昌欧菲触控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部分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安徽鼎恩企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后安徽鼎

恩将持有安徽精卓 51.88%的股份，股权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 18 亿元。 

【大港股份】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将亏损 40000 万元– 45000 万元（未考虑商誉减值影响），比上年同期亏损：57041.53

万元（含商誉减值 2.45 亿元）。 

5. 投资总结 

TWS 耳机 Q3 出货量延续高增长，苹果公司以 45%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随着 Airpods Pro

的持续热销，苹果领导地位有望持续巩固。全球代工、封测与化合物半导体龙头企业 Q3

营收均创历史新高，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复苏，5G 强势拉动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下半

年在 5G、IoT、汽车电子等需求端拉动下，半导体行业有望迎来景气度上行。 

投资建议：1）消费电子建议关注 iPhone 无线通讯模组以及 iWatch 的 SiP 模组供应商环

旭电子；COMS 芯片供应商韦尔股份；存储器供应商兆易创新；国内泛射频龙头信维通

信； 2）半导体板块建议关注已实现部分半导体制造设备国产化替代的中微公司；正持

续推进半导体设备厂商认证的电子级石英制品厂商石英股份；晶圆厂干式真空泵厂商汉

钟精机；以及先进封装领军企业晶方科技；3）电子化学品建议持续跟踪国内 PCB 油墨

龙头企业广信材料；以及 CMP 抛光液龙头安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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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点数据汇总 

6.1 行业数据 

图 36：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月度数据  图 37：日本被动元件出口金额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远，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38：面板价格增速对比（QoQ）  图 39：面板出货量（面积）增速跟踪（YoY）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40：全球半导体销售额  图 41：亚太半导体销售额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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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42：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额  图 43：日本半导体设备出货额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44：国内电容器进口均价  图 45：国内电容器进口金额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46：国内电阻进口均价  图 47：国内电阻进口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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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海关总署，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长城证券研究所 

6.2 台湾月度数据 

图 48：台湾 EMS 上市企业月度营收汇总  图 49：台湾 PCB 厂商营收月度汇总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台湾电路板行业协会，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50：台湾晶圆代工企业月度营收增速对比  图 51：台湾存储厂商月度营收增速对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52：台湾封测企业月度营收增速对比  图 53：台湾功率半导体厂商月度营收增速对比 

 

-2017 年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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