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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基础数据（2020/5/22） 

电子（申万）指数 3,652.83 

周涨跌幅 -6.53% 

PE（TTM） 45.2 

PB（LF） 3.5 

近五年电子（申万）指数走势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近五年电子（申万）行业 PE-band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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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行情： 

本周电子（申万）指数-6.53%，行业排名 28/28； 

上证综指-1.91%，深证成指-3.28%，创业板指-3.66%； 

个股涨幅前五：佛山照明（+30.39%）、凤凰光学（+20.63%）、可

立克（+15.47%）、天津普林（+14.65%）、得润电子（+14.01%）；  

个股跌幅前五：华正新材（-19.71%）、卓胜微（-18.55%）、金溢

科技（-15.75%）、飞荣达（-15.05%）、奥士康（-14.81%）。 

 

➢ 重要事件 

5月 19日，三星电子宣布推出旗下首款 5000万像素 CMOS图像传

感器 ISOCELL GN1，号称可以带来单反级的低光表现和自动对焦

速度。GN1 的单像素为 1.2μm，支持四像素合一，也就是 2.4μ

m/1250万像素照片。 

 

5月 19日，在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郑州轨道交通

信息技术研究院和河南通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科研人员奋勇攻

关、共同努力下，我国首台半导体激光隐形晶圆切割机于近日研

制成功，填补国内空白，在关键性能参数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5 月 21 日，杭州发改委下发了《杭州市 2020 年重点实施项目形

象进度计划》与《杭州市 2020 年重点预备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提及了多个半导体项目。杭州积海半导体有限公司月产 2万片 12

英寸集成电路制造项目计划总投资 350 亿元。芯迈 IDM 模拟集成

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计划总投资 180 亿元。青山湖科技城高端储

存芯片产业化项目计划总投资 180亿元。 

 

5月 22日，安徽省委宣传部“走进安徽国家级开发区”系列新闻

发布会暨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合肥新站高新区，深入探访企业复工

达产、园区创新发展情况。记者了解到，最近新站高新区将集中

签约 29 个项目，总投资 211.9 亿元，覆盖新型显示产业、集成

电路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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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上周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严格限制华为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件设计和制造半导体芯片，任何相关

行为都必须事先通过审批，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并切断华为试图脱离美国出口管控的途径。这意味

着美国试图断绝华为芯片从设计到制造的一切外部来源。虽然华为在 IC 设计端已基本实现自主替代，

但上游半导体设备、EDA 软件仍依赖美国厂商，制造端仍依赖台积电。本周，据外媒消息，在美国宣

布了最新的出口管制法规后，台积电有意停止从华为接受新订单，不过在新禁令之前获得的订单没有

受到影响。华为从设备、软件到制造都将受到限制。虽然过去美国对应用美国相关技术和软件的海外

生产产品向实体清单中企业的出口同样存在管制，但管制标准较为宽松，华为所需产品影响有限。本

次扩大标准后华为所受影响较为显著。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更加确定了我国自主可控长期发展方针

的重要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另外报告还指出我国将扩大有效投资，主要在于加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等，助力产业升级。我们认为美国的制裁加

速了我国产业链去美化的发展，长期看好国产替代和 5G建设及应用带来市场机会。 

 

➢ 半导体：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年第一季度突然爆发，但对全球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和时间有所不同，

可能二、三季度影响会在全球凸显。中国作为疫情防控较好国家，产业链逐步进入恢复期。根据工信

部发布数据，我国 4 月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9.2%。未来汽车电子、5G 基站等新兴应用还将逐渐扩大，

建议关注市场机会。（1）两会：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提出了关于打造芯

片强国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民进中央也提交了一份《关于推动中国功率半导体产业科学发

展》的提案。该提案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功率半导体产业发展政策；要把功率半导体新材料研发列入

国家计划，全面部署，竭力抢占战略制高点，尽快实现功率半导体芯片自主供给。（2）闪存：武汉新

芯宣布与乐鑫科技围绕物联网和存储芯片产品展开全方位合作，产品覆盖 16/32/64/128Mbit SPI NOR；

江波龙嵌入式存储品牌 FORESEE宣布推出 3款国产化内存，分别为 DDR4SODIMM 8GB、DDR4 UDIMM 8GB、

DDR4 UDIMM 16GB，核心 DRAM均采用长鑫存储的颗粒，标志着中国存储开始参与市场竞争。由于超大

规模云端服务供应商需求激增，据 Omdia 数据，2019 年服务器出货量 1190 万台，较 2018 年的 1140

万台增长 4%，尤其是在第 4季出货表现亮眼，季增 27%。2020年 Q1服务器出货量持续保持增长趋势，

同比增长超 30%至 330 万台，鉴于云服务器景气度可看到第三季度，预期 2020 全年出货量将达 1270

万台规模，可望年增 6.7%。此外，运营商也进一步扩大服务器设备部署，以因应网络流量大幅增加。

近期中国电信服务器集采招标 56314台，中国移动集中采购人工智能服务器 2000台，并计划在未来 3 

年投资千亿级规模打造移动云，将云业务作为公司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战略之一。看好服务器景气周期

带动的上游闪存市场的业绩上升。 

 

➢ 消费电子：（1）智能手机：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0 年 4 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2020

年 4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4172.8万部，同比增长 14.2%，今年以来首次出现出货量同比正增

长；国内手机上市新机型 48 款，同比增长 14.3%，截至 4 月，2020 年共上市新机型累计 137 款，同

比下降 18.0%。4月智能手机出货量 4078.2万部，环比增长 93.9%，同比增长 17.2%，1-4月，智能手

机累计出货量为 8851.8万部，同比下降 17.9%。5G手机方面，4月国内市场 5G手机出货量 1638.2万

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39.3%；上市新机型 22 款，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45.8%，1-4 月，

国内市场 5G手机累计出货量 3044.1万部、上市新机型累计 65款，占比分别为 33.6%和 47.4%。分厂

商来看，小米 2020 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部分的收入 303 亿元，同比增长 12.3%，智能手机销量达到

29.2 百万部，同比增长 4.7%。2020 年第一季度华为消费者业务全球总销售额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

手机下滑 17%，PC增长 120%，可穿戴增长 60%，路由器增长 70%，TWS耳机增长 130%。华为 5G手机第

一季度的出货量 1500 万台，在全球 5G 手机市场出货量占比 33.2%，在中国 5G 手机市场出货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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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位居市场第一。随着国内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持续转好，疫情期间压抑

的需求有望继续反弹，建议重点关注基带、天线、射频传输等环节的市场机会。（2）TWS 耳机：根据

SIG 发布的《2020 年蓝牙市场最新资讯》，预计到 2024 年，蓝牙设备年出货量将达到 62 亿，其中，

蓝牙音频传输设备年出货量将在 2024 年增至 15 亿，较 2019 年增长 40%。TWS 耳机产业爆发式增长，

各大手机厂商已纷纷布局，与 TWS产业链相关的存储芯片以及光学传感器等领域值得关注。（3）智能

手表：根据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研究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表出货量同比增长 20％，

达到 1370 万。Apple Watch 以 55％的市场份额保持第一，三星位居第二，佳明升至第三。智能手表

渗透率不断提升，看好相关产业链未来发展。 

 

➢ 电子元件：全球 MLCC 主要产能在中国大陆、日韩本土、东南亚，中国大陆稼动率缓慢恢复，东南亚、

日本本土个别厂区疫情期间间歇性停产使得供给能力略有紧缩。5G基建拉动电子元件的需求上升，上

半年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将力争完成 47 个地市的 10 万个 5G 基站的建设任务，三季度力争完成全国

25 万个 5G 基站建设，需求旺盛叠加全球 MLCC 主要生产商供应力不足为 MLCC 价格进一步上涨提供基

础，建议持续关注 MLCC龙头企业。随着 5G通信标准带来的频段数量增加，滤波器需求有望进一步提

升，根据 Yole 预计，全球手机射频前端中滤波器市场规模 2021 年将达到 166．7 亿美元，5G 手机出

货量持续激增背景下，建议关注滤波器国产替代需求。 

 

➢ 面板：受疫情影响，大尺寸面板需求下降，短期价格承压，长期来看，韩国产能持续退出，LCD 供给

收缩，未来疫情结束需求恢复，LCD 景气度有望恢复。受智能手机等中小尺寸智能移动终端市场增长

带动，根据 IHS 数据，2019 年全球 AMOLED 面板营收达到 251 亿美元，在新型显示器件产业总营收占

比为 21.50%，预计到 2020 年末，AMOLED面板营收将突破 300亿美元。随着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进一

步加大，柔性 OLED 是驱动面板厂商业绩成长的核心业务，国产龙头企业有望出现盈利拐点，可重点

关注。 

 

➢ 建议关注 

歌尔股份（TWS耳机拉动业绩高增长） 

风华高科（广东省国资委旗下的国际知名老牌被动元件供应商） 

火炬电子（陶瓷电容及陶瓷新材料优质民参军企业） 

振华科技（军工电子龙头公司，瘦身提效战略提高盈利水平） 

通富微电（半导体封测领先企业） 

兆易创新（国产存储器龙头） 

大立科技（疫情防控测温装备龙头） 

汇顶科技（指纹识别芯片龙头） 

 

➢ 风险提示： 

5G进展低于预期，疫情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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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持有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10%之间 

卖出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中性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同期沪深300指数相若。 

减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分析师简介 

张超，SAC执业证书号：S0640519070001，清华大学硕士，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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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

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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