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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昨日 TMT 板块走势分化。其中，通信、电子、计算机板块表现相对较好，分别收涨 3.60%、1.69%和

0.02%，分别跑赢上证综指 4.20、2.29 和 0.62个百分点。传媒板块走势则相对疲弱，全天收跌 0.82%，跑

输上证综指 0.22 个百分点。 

 

表 1 TMT各板块昨日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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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胜微（300782）：2019年度业绩快报 

经营业绩说明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1,503.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45%；利润总额56,464.6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14.33%；营业利润56,463.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0.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9,913.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7.47%。 

公司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以上增长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取得较好增长。公司一方面着力调整客户结构，在保持服务原有客户的同时，

持续拓展新客户并取得一定成效；同时针对各类型客户制定不同的市场策略和工作重点，进一步深入

对下游客户的渗透。另一方面，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创新，依托对关键技术和资源的持续投入，公司推

出类型丰富的新产品，所推出的新产品在客户端规模交付并逐渐上量，公司销售规模以及盈利能力实

现较大增长。 

财务状况说明 

2019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期末总资产为190,998.19万元，比期初增加252.7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70,507.00万元，比期初增加258.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7.05元，比期初增加168.93%。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

增长，以上增长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业绩增长所致；股本变化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00万股，使得股本增加。 

◼ 水晶光电（002273）：2019年度业绩快报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0,313.3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0,024.8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79%。2019年，公司经营保持稳健增长，主要系公司抓住了

智能手机双摄/多摄、屏下指纹等市场机遇，以及3D生物识别技术应用、5G技术发展趋势下带来的产业

升级机会，进一步改善内部流程，加强与客户和终端的衔接，深挖市场需求，加快产品创新升级，丰

富业务结构，逐步打开新的成长空间，保证经营的稳步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642,395.28万元，较年初增长13.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461,224.29万元，较年初增长18.87%。报告期内因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的权益分派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及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致总股本较年初增长33.98%。 

◼ 台基股份（300046）：2019年度业绩快报 

经营业绩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447.34万元，同比下降36.75%；营业利润-24,827.03万元，同比下降

420.45%；利润总额-20,025.85万元，同比下降306.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206.82万

元，同比下降347.25%；基本每股收益-0.9951元，同比下降347.2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8.05%，

同比下降38个百分点。上述经营指标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①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6.75%,下降原因主

要是公司影视业务收入受影视大环境影响主要定制剧未按期完成，影视业务收入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

②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20.45%，下降原因主要一是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鉴于公司泛文化业务营

业收入大幅下滑及利润出现亏损，公司判断因收购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限公司存在大额计提商誉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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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的迹象，现经公司财务部门及评估机构初步摸底及测算，预计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 

28,300万元左右；二是公司泛文化业务经营亏损所致。③ 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分别下降306.11%和347.25%；基本每股收益-0.9951元，同比下降347.2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5%，同比下降38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1,803.53万元，比期初下降31%。

此几项指标的下降同营业利润下降的原因一致，也是受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及公司泛文化业务经

营亏损所致。 

公司功率半导体业务正常稳健开展，未受本次商誉减值影响，2019年公司着力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与

市场结构，保持了功率半导体业务的稳健发展。 

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9,932.12万元，较期初减少25,106.86万元，下降23.90%，下降原因主要是报告

期受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及公司泛文化业务经营亏损所致；报告期末总负债18,128.84万元，较期

初增加2,660.26万元，增长17.20%，增长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泛文化业务预收账款同比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1,803.53万元，较期初减少27,766.93万元，下降31%，下

降原因主要一是报告期受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及公司泛文化经营亏损所致；二是报告期实施了利

润分配所致。 

◼ 捷捷微电（300623）：2019年度业绩快报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399.71万元，同比增加25.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8,968.60万元，同比增加14.50%。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聚集主业发展方

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受益于产品结构升级和客户需要求增长等因素。 

2、报告期内，总资产为245,515.10万元，同比增加57.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24,593.72万元，同比增加66.33%；股本为30,524.93万元，同比增加69.83%。公司总资产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同比增长，主要系公司实现的利润增长和2019年12月向5家特定投资

者的10个配售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660,997股，每股发行价格为21.18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755,299,916.46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35,990,332.58元，其

中：计入股本35,660,997.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700,329,335.58元，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19年12月24日出具“会验字[2019]8351号”《验资报告》。 

2020年1月2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受理确认，登记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305,249,337股。 

3、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712万元。 

◼ 传音控股（688036）：2019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313,457,598.6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78%；营业利润

2,137,636,574.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33%；利润总额2,149,710,943.1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5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25,297,935.4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2.45%；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64,806,415.7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64%；基本每股收益

2.33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6.04%。 

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17,766,083,470.31元，较报告期初增长71.6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183,690,086.40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08.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0.23元，较报告

期初增长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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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公司业务规模稳定增长，在非洲市场继续保持较强盈利能力；

同时，印度市场通过降低关税影响、优化产品结构，经营状况也呈良好态势。 

主要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1、2019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49.3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8.5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162.45%，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156.04%。其主要原因是：①公司在非洲市场继续保持

较强盈利能力；同时，印度市场通过降低关税影响、优化产品结构，经营状况也呈良好态势；②公司

2018年度购入外汇远期合约产品形成亏损77,907.32万元，对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影响较大。 

2. 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加71.60%，主要原因是2019年公司公开发行8000万股新股及经营

规模扩大所致。 

3. 2019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108.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同比

增长88.05%，主要原因是2019年公司公开发行8000 万股新股，以及2019年度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通信： 

◼ 天孚通信（300394）: 2019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142.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73%，主要得益于多个新产品线在

2019年度实现了规模量产，增加产能和收入，同时公司海外市场销售持续保持较高增长；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40.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57%，主要得益于新产品线进入规模量

产后，同比增加利润贡献，以及理财收入增加等。 

行业重要新闻 
◼ 紫光展锐线上发布会26日举行，推5G SoC 虎贲T7520（IT之家） 

2月26日14:00，紫光展锐将召开2020年春季线上发布会，此次发布会主题是“5G所向 价值所往”，紫

光展锐届时还将发布一系列5G尖端技术和最新产品。 

紫光展锐透露，2020年将有数十款基于春藤V510芯片的5G终端实现商用。其中包括即将在发布会上携

手中国联通联合推出的5G终端。 

此外展锐还将联合海信手机共同推出5G智能手机—海信F50，后置四摄高清摄像头。该手机搭载的是

紫光展锐首款5G解决方案—虎贲T7510，它由展锐首款5G基带芯片春藤V510 + 虎贲T710应用处理器组

合而成。 

另外，紫光展锐还将发布新一代5G SoC— 虎贲T7520，其拥有六大优势特性，采用先进的工艺与技术，

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功耗再创新低。 

◼ 群智咨询：预计一季度中国市场TV整机出货数量同比降18%（36氪） 

群智咨询发文称，受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国内GDP增速将放缓，消费者购买力亦随之下降。群智咨询

预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出货规模将同比下降18%，全年预计下降3.1%，甚至更低。而疫情在全球区域

呈现蔓延恶化的趋势，预计对海外市场也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 CINNO：2020年全球折叠手机屏出货量为290万片，同比增长517%（中证报） 

数据机构CINNO Research发布报告称，虽有三星和华为等手机品牌巨头的加持，但折叠屏供应链难点

众多，下修2020年全球折叠手机屏出货量至290万片，相比2019年约50万片的销量同比增长517%。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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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球折叠手机屏出货量有望上升至3800万片，五年复合增长率CAGR达141%。 

◼ iQOO 3正式发布，起售价3598元（36氪） 

iQOO的首款双模5G手机iQOO 3今日正式发布，搭载骁龙865芯片，屏幕为2.98mm孔径的挖孔屏，背部摄

像头为最高4800万像素的4摄配置，搭配4440mAh的电池和55W快充，3598元起售。 

◼ 外媒：iPhone 12可能支持全新短距离WiFi标准（TechWeb） 

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苹果的下一代智能手机预计将被命名为iPhone 12，iPhone 12可能支持

新的WiFi规范802.11ay，该规范目前处于草案阶段，预计将在年底完成。802.11ay使用60GHz频段（与

标准家庭路由器WiFi使用的5GHz和2.4GHz频段不同），可提供高带宽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 OPPO智能手表官网开启预约，3月6日发布（IT之家） 

从官方图来看OPPO智能手表采用方形双曲面屏幕设计，两侧曲面弧度较大，这一点和此前曝光的Find 

X2双曲面屏设计类似。此外从官方图片来看OPPO智能手表表盘为黑色，除了正常的时针分针秒针外仅

剩下OPPO的品牌Logo。 

◼ 新一批国产游戏版号下发，腾讯《秦时明月世界》网易《梦幻西游网页版》等获批（36氪）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显示，2020年新一批国产游戏版号已下发，审批时间为2月25日。其中，腾

讯《秦时明月世界》《螺旋风暴》、网易《天谕》《梦幻西游网页版》等游戏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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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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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