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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策略研究：资金面环比改善，基金发行金额增加 

上周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入 1056.10 亿元，前一期 A 股市场资金合计

净流入 22.03 亿元，资金面环比改善，主要原因是公募基金发行金额增加和

融资余额小幅增加。 

 公司研究 

晶澳科技：垂直一体化光伏龙头，私有化回 A 开启新征程 

老牌光伏龙头，借壳回归 A 股上市。晶澳是老牌光伏龙头，2005 年成

立，2007 年纳斯达克上市。晶澳主营为光伏组件，并成功建立了从硅片到电

池片到组件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组件出货量 2018-2019 连续两年排名全球

第二。借壳上市后，公司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融资能力、品牌、人才等

方面不断提升，走上新的发展快车道。 

 

东睦股份：华为发布 Mate Xs，折叠屏手机贡献业绩有望超预期 

手机铰链迎来性能提升，MIM 件是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发布的 Mate Xs

较上一代的 Mate X 的铰链有明显改进，内部零件总数提升到 150 多个，工

艺可以分为 MIM、液态金属和 CNC。铰链包含的众多零件主要可以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在转动时保持固定的支撑件，一类是旋转结构中的摩擦件。其

中支撑件体积相对较大，对强度要求较高，Mate  Xs 首次采用锆基液态金

属作为材料是亮点；而在摩擦件方面，由于 MIM 技术在大批量复杂成形微

小零件上的优势，仍是业内不可替代的选择。MateXs 的折弯寿命预计将提

高至 20 万次，作为关键材料的 MIM 件功不可没。 

 

卓胜微：2019 年业绩符合预期，行业景气叠加国产替代助力业绩爆发 

新产品推出+对下游客户进一步渗透，推动公司营收和业绩高速增长。

业绩环比加速增长，公司 2019 年业绩大幅增加的原因：一方面，公司客户

结构有所改善，新客户拓展取得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公司推出了更丰富、

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实现了规模交付，推动了营收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

我们认为公司产品实力和研发水平已经得到除苹果以外的全球前五大安卓

系手机厂商的认可，并且目前在各大安卓系手机厂商中份额仍然较低，未来

仍然有很大的份额提升空间，市场空间广阔。 

 

元隆雅图:促销品龙头发展路径明确，新媒体 MCN 营销服务加持成长 

公司礼赠品供应、营销服务和新媒体营销三大常规业务贡献主要业绩，

营收结构进一步优化，数字化营销收入和新媒体营销收入占比进一步增加。

公司新媒体营销业务高速扩张，与谦玛网络的协同效应有望继续扩大。此外，

公司自有品牌“奇点”除布局 3C 产品外，还向多品类创意产品延伸，空间

广阔。 

风险提示：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增强 

   

大盘走势图 

 

行业涨跌幅（日度）  
涨跌幅前五  涨跌幅后五  

建筑装饰 3.91% 电子 -6.71% 

房地产 2.17% 计算机 -4.72% 

钢铁 2.06% 通信 -4.56% 

建筑材料 1.53% 电气设备 -3.47% 

银行 0.38% 医药生物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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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摘要 

总量研究 

策略研究：资金面环比改善，基金发行金额增加 

上周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入 1056.10 亿元，前一期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

入 22.03 亿元，资金面环比改善，主要原因是公募基金发行金额增加和融资余额小

幅增加。 

陆港通资金：净流入 64.94 亿元，大幅增持消费。上周陆股通净流入 64.94 亿

元（前值净流入 43.70 亿元），其中深股通净流入 52.64 亿元（前值净流出 5.49 亿

元），沪股通净流入 12.30 亿元（前值净流入 49.19 亿元）。从资金净流入的行业来

看，陆股通资金上周净流入金额较高的行业为食品饮料、休闲服务、电子、传媒和

汽车，分别净流入 29.18、8.97、7.26、4.81 和 4.02 亿元；资金净流出较高的行业

为非银金融、家用电器、银行、有色金属和房地产，分别净流出 10.05、8.61、5.45、

4.11 和 3.54 亿元。 

市场资金价格情况。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 1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12200 亿元。资金价格方面，短期利率小幅下降，上周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R007）和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007）分别变动-6.97、9.54 个 BP

报 2.1654%、2.0780%。SHIBOR 隔夜、1 周、2 周及 1 个月利率分别变动 9.90、1.20、

0.80 和-7.30 个 BP。长端利率小幅下降，国债到期收益率 1 年期、10 年期利率分别

下降 3.04、1.61 个 BP 报 1.9309%、2.8470%。 

公司研究 

晶澳科技：垂直一体化光伏龙头，私有化回 A 开启新征程 

老牌光伏龙头，借壳回归 A 股上市。晶澳是老牌光伏龙头，2005 年成立，2007

年纳斯达克上市。晶澳主营为光伏组件，并成功建立了从硅片到电池片到组件的垂

直一体化产业链，组件出货量 2018-2019 连续两年排名全球第二。借壳上市后，公

司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融资能力、品牌、人才等方面不断提升，走上新的发展

快车道。 

光伏成长周期开启，组件环节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成本快速下降已经逐步

推动光伏平价上网，未来将迎来新一轮成长周期。2020 年全球新增装机预计站上

150GW 大关，同比 30%以上。组件是光伏电站关键组成部分，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行业格局上，未来组件环节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组件龙头特别是垂直一体化组

件龙头将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东睦股份：华为发布 MateXs，折叠屏手机贡献业绩有望超预期 

手机铰链迎来性能提升，MIM 件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折叠屏手机中，铰链的

功能是支撑旋转及连接屏幕，因此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回转精度与摩擦系数，在精密

性、耐用性及强度等方面均有很高要求。此次发布的 MateXs 较上一代的 MateX 的

铰链有明显改进，内部零件总数提升到 150 多个，工艺可以分为 MIM、液态金属

和 CNC。铰链包含的众多零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转动时保持固定的

支撑件，一类是旋转结构中的摩擦件。其中支撑件体积相对较大，对强度要求较高，

MateXs 首次采用锆基液态金属作为材料是亮点；而在摩擦件方面，由于 MIM 技术

在大批量复杂成形微小零件上的优势，仍是业内不可替代的选择。MateXs 的折弯

寿命预计将提高至 20 万次，作为关键材料的 MIM 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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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MateXs 将开启折叠屏手机的量产时代，公司显著受益。相比 MateX，此

次发布的 MateXs 在硬件软件上均有大幅升级，且是目前 5G 性能最强的折叠屏手

机，有望真正开启折叠屏手机的量产时代。公司在相继收购东莞华晶和富驰高科后，

目前已成为华为手机 MIM 件的最大供应商，也是此次 MateXs 铰链的核心供应商，

将充分受益 MateXs 和后续折叠屏手机的放量。根据此前华为官方对 MateX 的 10

万台以上月产能目标，我们认为 MateXs 及后续发布的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显著高

于 10 万台/月。 

卓胜微：2019 年业绩符合预期，行业景气叠加国产替代助力业绩爆发 

新产品推出+对下游客户进一步渗透，推动公司营收和业绩高速增长。从季度

数据来看，公司 2019 年 Q1、Q2 和 Q3 单季度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72.99%、144.23%

和 152.13%，而 Q4 单季度业绩同比增速为 604%，业绩环比加速增长，公司 2019

年业绩大幅增加的原因：一方面，公司客户结构有所改善，新客户拓展取得一定成

效；另一方面，公司推出了更丰富、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实现了规模交付，推动

了营收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我们认为公司产品实力和研发水平已经得到除苹果以

外的全球前五大安卓系手机厂商的认可，并且目前在各大安卓系手机厂商中份额仍

然较低，未来仍然有很大的份额提升空间，市场空间广阔。 

“行业+客户+产品”三击，助力公司未来持续高增长。行业方面，5G 将推动射

频前端芯片数量和价值量大幅增长，射频器件市场空间将大幅增加。根据 OYR 

Electronics Research Center 统计，2023 年全球射频前端市场规模将达到 313.10 亿美

元，市场前景广阔。客户方面，公司主要产品已经进入主流终端厂商，2012 年进

入三星射频开关供应链，市场份额持续提高，2015 年以来陆续进入了小米、OV、

华为等客户，并且陆续实现产品供货，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此外，公司积极布局滤

波器和 PA，有望进一步夯实公司在射频前端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持续

增长奠定基础。 

元隆雅图:促销品龙头发展路径明确，新媒体 MCN 营销服务加持成长 

点评：公司礼赠品供应、营销服务和新媒体营销三大常规业务贡献主要业绩，

营收结构进一步优化，数字化营销收入和新媒体营销收入占比进一步增加。公司三

大常规业务发展态势良好，核心客户收入和盈利持续增加，综合毛利率 22.07%，

同比下降 2.27%，系新开拓开户订单毛利偏低等所致。公司业务结构优化，数字化

和新媒体营销营收占比，从上年 19.11%上升到 2019 年的 32.74%。市场对礼赠品和

数字化营销需求旺盛，礼赠品收入达到 9.98 亿元，同比增加 19.88%；数字化营销

等服务收入达到 2.11 亿元，同比增加 50.60%。特许经营业务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特许商品业务，已形成一定规模收入。 

公司新媒体营销业务高速扩张，与谦玛网络的协同效应有望继续扩大。2019

年谦玛网络发展迅速，优质新客户持续导入，在手客户业务量持续增长，新媒体营

销业务收入 3.11 亿元，同比 2018 年增长 69.62%。谦玛网络加快引进创意、数据、

媒介管理、网红资源等方面的人才，向产业链上游 MCN 延展。谦玛与集团协同具

备品牌、资源和营销优势，有望参与到 MCN 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公司奥运商品已

陆续开展网红直播销售，零售市场有望提速，公司冬奥等特许商品的企业客户有望

成为公司的常规礼品客户。此外，公司自有品牌“奇点”除布局 3C 产品外，还向

多品类创意产品延伸，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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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量研究 

2.1、 策略研究：资金面环比改善，基金发行金额增加 

上周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入 1056.10 亿元，前一期 A 股市场资金合计净流

入 22.03 亿元，资金面环比改善，主要原因是公募基金发行金额增加和融资余额小

幅增加。 

陆港通资金：净流入 64.94 亿元，大幅增持消费。上周陆股通净流入 64.94 亿

元（前值净流入 43.70 亿元），其中深股通净流入 52.64 亿元（前值净流出 5.49 亿

元），沪股通净流入 12.30 亿元（前值净流入 49.19 亿元）。从资金净流入的行业来

看，陆股通资金上周净流入金额较高的行业为食品饮料、休闲服务、电子、传媒和

汽车，分别净流入 29.18、8.97、7.26、4.81 和 4.02 亿元；资金净流出较高的行业

为非银金融、家用电器、银行、有色金属和房地产，分别净流出 10.05、8.61、5.45、

4.11 和 3.54 亿元。 

融资余额：融资余额小幅上升，两融交易活跃度上升。截至 2 月 21 日，融资

余额为 10828.06 亿元，较上周上升 438.78 亿元（前值上升 116.05 亿元），较前值

小幅上升。上周两融日均交易金额为 1191.66 亿元，前值 875.48 亿元；上周融资融

券交易额占比全部 A 股成交额均值为 11.24%，前值 10.30%，两融交易占比较前值

略有上升。 

基金发行：上周公募基金发行金额环比上升。上周公募基金发行 341.03 亿元，

前值金额为 173.34 亿元，周发行金额环比小幅上升。截止 2020 年 2 月 22 日，公

募基金与 1 月同期累计发行 666.72 亿元相比资金规模下降。 

产业资本：上周产业资本减持金额下降。上周产业资本净减持 45.53 亿元（前

一期产业资本净减持 91.96 亿元）。分板块来看，主板净减持 10.67 亿元，中小板净

减持 17.69 亿元，创业板净减持 17.17 亿元，其中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减持

金额均下降。 

IPO 发行：上周 IPO 募资至 15.93 亿元。上周 IPO 募集资金为 15.93 亿元，前

值募集资金 136.72 亿元。本周预计 2 家公司上市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为 9.50 亿元，

1 家公司配股发行。 

主要指数基金申赎情况。上周创业板、中证 500 指数、沪深 300 以及上证 50

基金净申购金额分别为 3.36、-42.10、-50.00、-19.04 亿元，合计净赎回 107.78 亿

元。相比前值创业板、中证 500、沪深 300 和中证 50 净申购 3.33、-27.23、-13.74、

-11.41 亿元，总计净赎回 29.05 亿元，其基金净赎回金额增加。 

市场资金价格情况。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 1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12200 亿元。资金价格方面，短期利率小幅下降，上周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R007）和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007）分别变动-6.97、9.54 个 BP

报 2.1654%、2.0780%。SHIBOR 隔夜、1 周、2 周及 1 个月利率分别变动 9.90、1.20、

0.80 和-7.30 个 BP。长端利率小幅下降，国债到期收益率 1 年期、10 年期利率分别

下降 3.04、1.61 个 BP 报 1.9309%、2.8470%。 

风险提示：产业资本大幅净减持北上资金大幅净流出。 



 

 

2020-02-27 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6- 证券研究报告 

3、 公司研究 

3.1、 晶澳科技：垂直一体化光伏龙头，私有化回 A 开启新征程 

老牌光伏龙头，借壳回归 A 股上市。晶澳是老牌光伏龙头，2005 年成立，2007

年纳斯达克上市。晶澳主营为光伏组件，并成功建立了从硅片到电池片到组件的垂

直一体化产业链，组件出货量 2018-2019 连续两年排名全球第二。借壳上市后，公

司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融资能力、品牌、人才等方面不断提升，走上新的发展

快车道。 

光伏成长周期开启，组件环节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成本快速下降已经逐步

推动光伏平价上网，未来将迎来新一轮成长周期。2020 年全球新增装机预计站上

150GW 大关，同比 30%以上。组件是光伏电站关键组成部分，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行业格局上，未来组件环节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组件龙头特别是垂直一体化组

件龙头将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全球组件龙头，垂直一体化带来技术与成本全面优势。公司是全球化光伏组件

龙头，组件出货量 2018-2019 连续两年排名全球第二。公司成功转型为一体化电池

组件制造商，拥有从硅片到电池到组件的完整产业链，整体规模处于行业第一梯队。

垂直一体化为公司带来技术和成本上的全面优势。公司在 PERC 电池技术、二次印

刷工艺、硅片掺镓等方面走在行业前列，产品各项参数指标处于业内领先水平。一

体化同时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 20%左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A 股上市，开启发展新征程光伏行业马太效应逐渐凸显，龙头企业利用融资优

势、规模优势、技术优势等不断扩张产能、加速抢占市场。告别融资功能羸弱的美

股市场，晶澳在 A 股的上市将为今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公司将全面开启发展新

征程。 

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评级。公司 2019 年归母净利润区间为 9.4 亿元-12.9

亿元，同比上年备考归母净利润增长 30.71%-79.38%。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归母净利润为 11.13/14.78/18.62 亿元，同比（备考）增速分别为 54.8%/32.8%/26%，

对应 EPS 分别为 0.83/1.1/1.39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动态 PE 分别为

21.1/15.9/12.6 倍。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光伏装机总需求不及预期；竞争加剧带来价格下跌超预期。 

3.2、 东睦股份：华为发布 Mate Xs，折叠屏手机贡献业绩有望超预期 

事件：2020 年 2 月 24 日晚，华为正式推出旗下第二款折叠屏手机 Mate Xs。 

手机铰链迎来性能提升，MIM 件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折叠屏手机中，铰链的

功能是支撑旋转及连接屏幕，因此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回转精度与摩擦系数，在精密

性、耐用性及强度等方面均有很高要求。此次发布的 Mate Xs 较上一代的 Mate X

的铰链有明显改进，内部零件总数提升到 150 多个，工艺可以分为 MIM、液态金

属和 CNC。铰链包含的众多零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转动时保持固定

的支撑件，一类是旋转结构中的摩擦件。其中支撑件体积相对较大，对强度要求较

高，Mate Xs 首次采用锆基液态金属作为材料是亮点；而在摩擦件方面，由于 MIM

技术在大批量复杂成形微小零件上的优势，仍是业内不可替代的选择。Mate  Xs

的折弯寿命预计将提高至 20 万次，作为关键材料的 MIM 件功不可没。 

预计 Mate Xs 将开启折叠屏手机的量产时代，公司显著受益。相比 MateX，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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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布的 Mate Xs 在硬件软件上均有大幅升级，且是目前 5G 性能最强的折叠屏手

机，有望真正开启折叠屏手机的量产时代。公司在相继收购东莞华晶和富驰高科后，

目前已成为华为手机MIM件的最大供应商，也是此次Mate Xs铰链的核心供应商，

将充分受益 Mate Xs 和后续折叠屏手机的放量。根据此前华为官方对 Mate X 的 10

万台以上月产能目标，我们认为 Mate Xs 及后续发布的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显著高

于 10 万台/月。 

公司已跻身 MIM 全球龙头，折叠屏手机贡献业绩有望超预期。成功收购富驰

高科后，公司 MIM 总产值已跃居国内第一，世界第二，且在消费电子 MIM 市场

份额稳居前二。我们初步判断华为 Mate Xs 及后续折叠屏手机 2020 年为公司贡献

净利润将远超 1000 万元，2021 年贡献净利润超过 4000 万元。预计未来其他主流

手机厂商将相继推出折叠手机新品，公司凭借行业龙头地位及华为、苹果核心供应

商品牌效应，有望获取更多折叠屏手机 MIM 零件订单，折叠屏手机相关业务为公

司贡献业绩有望超预期。我们暂时维持公司 2020 年起的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28/4.16/4.79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37/0.68/0.78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1/22/20 倍，对比精研科技 88/54/39 倍的一致预期，维持“强烈推荐”

评级。 

风险提示：相关产品产销不及预期的风险；下游需求波动的风险 

3.3、 卓胜微：2019 年业绩符合预期，行业景气叠加国产替代助力业绩

爆发 

年报业绩快报维持高速增长，符合预期，维持“强烈推荐”评级。公司发布

2019 年年报业绩快报：2019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15 亿元，同比增长 170.45%，归

母净利润为 4.99 亿元，同比增长 207.47%，其中，Q4 单季度归母净利润区间为 1.76

亿元，Q4 单季度业绩同比增长 604%，业绩持续高速增长，符合我们之前预期。我

们认为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射频前端芯片厂商，凭借优异的产品实力和研发水平，

有望成为行业发展以及国产替代下的最大受益者，超越行业整体增速持续高速成长。

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99/7.31/9.92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4.99/7.31/9.92 元/股，对应当前 PE 估值分别为 130/89/66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

级。 

新产品推出+对下游客户进一步渗透，推动公司营收和业绩高速增长。从季度

数据来看，公司 2019 年 Q1、Q2 和 Q3 单季度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72.99%、144.23%

和 152.13%，而 Q4 单季度业绩同比增速为 604%，业绩环比加速增长，公司 2019

年业绩大幅增加的原因：一方面，公司客户结构有所改善，新客户拓展取得一定成

效；另一方面，公司推出了更丰富、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实现了规模交付，推动

了营收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我们认为公司产品实力和研发水平已经得到除苹果以

外的全球前五大安卓系手机厂商的认可，并且目前在各大安卓系手机厂商中份额仍

然较低，未来仍然有很大的份额提升空间，市场空间广阔。 

“行业+客户+产品”三击，助力公司未来持续高增长。行业方面，5G 将推动射

频前端芯片数量和价值量大幅增长，射频器件市场空间将大幅增加。根据 OYR 

Electronics Research Center 统计，2023 年全球射频前端市场规模将达到 313.10 亿美

元，市场前景广阔。客户方面，公司主要产品已经进入主流终端厂商，2012 年进

入三星射频开关供应链，市场份额持续提高，2015 年以来陆续进入了小米、OV、

华为等客户，并且陆续实现产品供货，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此外，公司积极布局滤

波器和 PA，有望进一步夯实公司在射频前端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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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奠定基础。 

风险提示：竞争加剧风险；研发进展不及预期；手机销售量持续下滑。 

3.4、 元隆雅图:促销品龙头发展路径明确，新媒体 MCN 营销服务加持

成长 

事件：2020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 15.95 亿

元，同比增长 5.43 亿元，增幅 51.63%；实现利润总额 1.51 亿元，同比增长 31.23%；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6 亿元，同比增长 24.14%。2019 年 Q4 实现营收 5.66

亿，同比增长 51.9%，实现归母净利 0.34 亿，同比增长 31.0%。 

点评：公司礼赠品供应、营销服务和新媒体营销三大常规业务贡献主要业绩，

营收结构进一步优化，数字化营销收入和新媒体营销收入占比进一步增加。公司三

大常规业务发展态势良好，核心客户收入和盈利持续增加，综合毛利率 22.07%，

同比下降 2.27%，系新开拓开户订单毛利偏低等所致。公司业务结构优化，数字化

和新媒体营销营收占比，从上年 19.11%上升到 2019 年的 32.74%。市场对礼赠品和

数字化营销需求旺盛，礼赠品收入达到 9.98 亿元，同比增加 19.88%；数字化营销

等服务收入达到 2.11 亿元，同比增加 50.60%。特许经营业务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特许商品业务，已形成一定规模收入。 

公司新媒体营销业务高速扩张，与谦玛网络的协同效应有望继续扩大。2019

年谦玛网络发展迅速，优质新客户持续导入，在手客户业务量持续增长，新媒体营

销业务收入 3.11 亿元，同比 2018 年增长 69.62%。谦玛网络加快引进创意、数据、

媒介管理、网红资源等方面的人才，向产业链上游 MCN 延展。谦玛与集团协同具

备品牌、资源和营销优势，有望参与到 MCN 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公司奥运商品已

陆续开展网红直播销售，零售市场有望提速，公司冬奥等特许商品的企业客户有望

成为公司的常规礼品客户。此外，公司自有品牌“奇点”除布局 3C 产品外，还向

多品类创意产品延伸，空间广阔。 

对接 500 强等大客户促销服务，MCN 扩展公司价值链，看好公司成长。公司

是 A 股稀缺的促销品龙头标的，新媒体营销和自有创意品牌加持，市场空间及未

来发展潜力可期。我们预计公司 2019 年-2021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16 亿元、

1.76 亿元、2.42 亿元，同比增长 24.1%、51.3%、32.7%；对应 2020-2021 年 PE 分

别为 32 倍、24 倍。我们看好公司所在赛道，看好公司客户持续拓展和新媒体业务

协同，维持“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疫情加剧、特许业务不及预期、新媒体营销竞争加剧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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