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手机出货量11个月来首现增长

产业链人士认为手机市场已全面回暖

□本报记者 张兴旺

“二季度生产情况肯定比一季度好，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 ”华南一家手机产业链上市公司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中国信通院5月1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份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4172.8万部，同比增长14.2%。 其中，5G手机出货量占近四成份额。 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此前已连续10个月同比下滑，多位手机产业链人士认为国内手机市场已全面回暖。

5G手机占比提升

光弘科技是一家专业电子代工厂商，其客户涵盖华为、vivo、小米、闻泰、华勤等。 光弘科技董秘杨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现在是4G向5G过渡阶段，公司生产的5G手机占比在20%至25%之间。 产能高峰远没到来，我们有几十条生产线，现在还在加紧下设备订单，准备迎接产能高峰。 预计5G手机产能高峰在三、四季度。 ”

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国内5G手机出货占比已从1月份的26.3%提升至4月份的39.3%。

从5G手机具体出货情况看，4月份，国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1638.2万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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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尽管总量受到抑制，国内5G手机呈现明显的结构性上涨趋势。 预计今年上半年2500元起机型将实现全系列搭载5G，年底千元机将搭载5G，国内5G智能手机全年出货量在1.4亿-1.5亿部。

中信证券认为，一季度、三季度为各大手机品牌的密集发布新品时间。 3月，华为、荣耀、红米、OPPO、vivo相继召开产品发布会，普遍推出5G新机型。 截至目前，主流品牌5G手机已全面覆盖2000元以上价位段，看好全年的5G渗透率提升以及价位段下探。 从一到两年的维度看，预计5G等升级换代需求仍可支撑行业高速增长。

部分公司订单饱和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手机产业链公司了解到，二季度已恢复正常生产，部分公司甚至出现订单饱和状态。

杨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3月下旬就恢复正常生产，现在工厂处于满产状态。 光弘科技拿到的订单增加了，公司扩产了，员工数量甚至超过去年峰值。 公司惠州工厂去年9月份高峰时有13000人，现在超过15000人。

受益于通讯业务大幅增长、安世半导体并表等因素影响，闻泰科技预计上半年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将有较大增幅。 5月12日，闻泰科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们订单充足，有些客户还追加了订单。 现在订单情况好于去年同期。 ”

5月11日，联创电子副总裁、董秘饶威在电话会议上表示，公司的手机镜头和手机模组，包括高清广角镜头都是全部满产状态。 公司5月、6月份的订单基本饱和，7、8月份订单要在5月底才会有比较清晰的情况。 光学业务全年销售收入目标没有太大变化。

5月7日，领益智造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2020年第一季度比较好，第二季度也会有所增长；但全年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要因为第三季度存在不确定性。 但第四季度和明年会有不错的表现。 ”

海外市场存不确定性

从手机产业链的情况看，海外疫情蔓延对手机市场需求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中信证券指出，受海外疫情影响，部分终端客户销量短期存下滑风险。

华南一家手机产业链上市公司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受海外疫情影响，手机品牌客户受到冲击，公司二季度遭遇了客户砍单情况。 但公司非手机业务，平板、可穿戴设备业务订单有所增加。 ”

从港股公司舜宇光学科技的情况看，4月公司手机镜头出货量为1.11亿件，同比减少1.8%，环比下降2.4%；手机摄像模组出货量为4381.9万件，同比增长12.7%，环比增长11.1%。

中信证券指出，短期看，受疫情影响终端需求面临不确定性，舜宇光学科技二季度出货情况或承压；展望未来，预计多摄新机拉货将推动出货量再上台阶，5G商用将推动手机视频拍摄需求增加。 长期看，公司镜头规格随客户持续升级及超大像面、5-10倍光学变焦手机、超小头部等镜头按计划成功研发与量产，会为公司带来增量空间。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整体看供给端风险小于需求下滑的风险，扩产能与补库存的恢复将比需求回暖速度更快，弹性也更大。

闻泰科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现在海外市场需求还不确定，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对价格可能更加敏感。 我们给客户做的多是高性价比机型，产品竞争力有所提升，没有遇到客户砍单的情况。 印度工厂开始复工了，预计6月份恢复正常。 国内市场开始全面回暖，特别是5G产品的上市有望带动公司业绩增长。 ”

5G手机占比提升

光弘科技是一家专业电子代工厂商，其

客户涵盖华为、vivo、小米、闻泰、华勤等。光

弘科技董秘杨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现

在是4G向5G过渡阶段，公司生产的5G手机

占比在20%至25%之间。 产能高峰远没到

来，我们有几十条生产线，现在还在加紧下

设备订单，准备迎接产能高峰。 预计5G手机

产能高峰在三、四季度。 ”

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 国内5G手机出

货占比已从1月份的26.3%提升至4月份的

39.3%。

从5G手机具体出货情况看，4月份，国

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1638.2万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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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 尽管总量受到抑

制， 国内5G手机呈现明显的结构性上涨趋

势。预计今年上半年2500元起机型将实现全

系列搭载5G， 年底千元机将搭载5G， 国内

5G智能手机全年出货量在1.4亿-1.5亿部。

中信证券认为，一季度、三季度为各大

手机品牌的密集发布新品时间。 3月，华为、

荣耀、红米、OPPO、vivo相继召开产品发布

会，普遍推出5G新机型。 截至目前，主流品

牌5G手机已全面覆盖2000元以上价位段，

看好全年的5G渗透率提升以及价位段下

探。 从一到两年的维度看，预计5G等升级换

代需求仍可支撑行业高速增长。

部分公司订单饱和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手机产业链公

司了解到，二季度已恢复正常生产，部分公

司甚至出现订单饱和状态。

杨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司3月

下旬就恢复正常生产，现在工厂处于满产状

态。 光弘科技拿到的订单增加了，公司扩产

了，员工数量甚至超过去年峰值。 公司惠州

工厂去年9月份高峰时有13000人， 现在超

过15000人。

受益于通讯业务大幅增长、安世半导体

并表等因素影响，闻泰科技预计上半年累计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将有较大增幅。 5月12日，

闻泰科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我们订单充足， 有些客户还追加了订

单。 现在订单情况好于去年同期。 ”

5月11日，联创电子副总裁、董秘饶威

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的手机镜头和手

机模组， 包括高清广角镜头都是全部满产

状态。 公司5月、6月份的订单基本饱和，7、

8月份订单要在5月底才会有比较清晰的

情况。 光学业务全年销售收入目标没有太

大变化。

5月7日， 领益智造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2020年第一季度比较好， 第二季度也

会有所增长； 但全年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主要因为第三季度存在不确定性。 但第四季

度和明年会有不错的表现。 ”

海外市场存不确定性

从手机产业链的情况看，海外疫情蔓延

对手机市场需求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中信证

券指出，受海外疫情影响，部分终端客户销

量短期存下滑风险。

华南一家手机产业链上市公司人士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说，“受海外疫情影响，手机

品牌客户受到冲击，公司二季度遭遇了客户

砍单情况。 但公司非手机业务，平板、可穿戴

设备业务订单有所增加。 ”

从港股公司舜宇光学科技的情况看，4

月公司手机镜头出货量为1.11亿件，同比减

少1.8%，环比下降2.4%；手机摄像模组出货

量为4381.9万件，同比增长12.7%，环比增长

11.1%。

中信证券指出，短期看，受疫情影响终

端需求面临不确定性，舜宇光学科技二季度

出货情况或承压；展望未来，预计多摄新机

拉货将推动出货量再上台阶，5G商用将推

动手机视频拍摄需求增加。 长期看，公司镜

头规格随客户持续升级及超大像面、5-10

倍光学变焦手机、超小头部等镜头按计划成

功研发与量产，会为公司带来增量空间。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从整体情况看，供

给端风险小于需求下滑的风险，扩产能与补

库存的恢复将比需求回暖速度更快，弹性也

更大。

闻泰科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现在海外市场需求还不确定，受疫

情影响消费者对价格可能更加敏感。 我们给

客户做的多是高性价比机型，产品竞争力有

所提升，没有遇到客户砍单的情况。 印度工

厂开始复工了，预计6月份恢复正常。 国内市

场开始全面回暖， 特别是5G产品的上市有

望带动公司业绩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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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

发力C端打造世界级功能性护肤品牌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国内透明质酸行业龙头华熙生物董事长

赵燕日前表示，未来将继续围绕功能性护肤品

和功能性食品领域发力， 加大市场影响力；在

药械领域进一步丰富产品线；在原料板块牢牢

守住市场份额。 赵燕特别强调，继去年推出核

心品牌后，公司今年要在产品力和科技力基础

上重点打造品牌力，把“润百颜” 打造成全球

玻尿酸第一品牌。

加速品牌力打造

2019年华熙生物在科创板上市，当年首次

实现功能性护肤品和医疗终端销售收入占比

超过60%，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显效。 赵燕表示，

2020年公司将在品牌建设上继续发力，“有产

品力和品牌力公司才能有免疫力，否则稍有风

吹草动就可能下马。 ”

赵燕表示，公司功能性护肤品的战略定位

是多品牌、多渠道。 与传统的大日化公司不同，

华熙生物是以生物活性物质为基础，以解决功

能诉求为核心，以健康、安全为目的做功能性

护肤品；而传统大日化公司是以化学配方为出

发点。 多品牌、多渠道源于功能性护肤品的定

位，针对不同的人群，满足不同的功能诉求，定

制相应的产品， 再找到适合目标人群的渠道。

这是华熙生物C端业务板块的逻辑。

这一定位决定了华熙生物的营销方式不

同。 赵燕表示，公司不是做一个大而全、依靠广

告和渠道铺出来的护肤品，不会用传统的广告

营销方式与消费者建立沟通，营销费用更多用

在研发修炼内功，核心是通过好产品，用合适

的方式与消费者沟通。

赵燕表示，2020年重点工作是将 “润百

颜” 打造成全球玻尿酸第一品牌。 据介绍，“润

百颜” 作为公司推出的第一个终端品牌，已有

8年时间沉淀， 品牌横跨功能性护肤品和医疗

美容产品两个领域。 特别是在功能性护肤品领

域，近两年来发展迅速，拥有百万级的粉丝群

体。 这是公司触达C端的有力抓手。

对标国际大品牌华熙生物胜算几何？ 赵

燕表示，年轻一代消费者崛起，对国货的认

知在提升，没有对大牌的依赖性，更讲究产

品的功效体验和安全性。 这为华熙生物功能

性护肤品板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窗口期。 相

较于海外大品牌和传统的国产护肤品牌，尽

管公司C端起步相对较晚， 但基于透明质酸

及生物活性物质的产业基础以及公司的研

发优势，公司对功能性护肤品的业务板块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

参与竞争拒绝价格战

华熙生物在科创板上市， 引发资本市场

对于透明质酸的关注。 赵燕介绍，从全球透

明质酸市场看，87%的供应来自中国，国外食

品级和护肤品级领域80%产品来自中国。 在

医药级领域，过去十几年只有华熙生物参与

国际竞争。 随着资生堂的退出，华熙生物在

全球医药级市场占比超过60%。 另有两家竞

争者来自法国和捷克。

透明质酸产品分为不同级别的特性，决

定了其价格差别很大， 最便宜的1000多元一

公斤， 最贵的医药级产品能达到30万元一公

斤。 赵燕介绍，在透明质酸用量最大的食品级

领域，华熙生物因产能不足，主动放弃了国际

市场，只选择重要客户供应。 随着公司产能的

提高， 会提升该领域市场份额； 在护肤品领

域，国际大型企业基本都是华熙生物的客户。

综合看，在食品级、医药级和护肤品级领域，

按照2018年的数据， 华熙生物占全球市场的

36%。 而在国内同行业中，公司是公认的行业

龙头， 行业第二到第五名市场份额之和大概

为37%。

对于资本市场效应引发的透明质酸行业

投资热，她表示，有竞争行业才能进步。 去年形

成了透明质酸概念股， 行业要形成良性竞争，

才有利于发展，不要恶意竞争、打价格战。

运营模式加速转型

尽管受疫情影响，华熙生物今年一季度营

收仍增长3.5%，归母净利润增长0.7%。 赵燕表

示，虽然增长幅度不大，但受疫情影响，相关医

院和诊所基本处于停业状态。 公司医疗终端板

块几乎没有收入贡献，依靠原料和功能性护肤

品业绩大幅提升，确保了业绩的增长。

赵燕表示， 疫情推动了公司运营模式转

型。 以医疗服务板块为例，赵燕介绍，远程办公

启动后， 业务团队创立了很多新的经营模式，

通过在线为医疗机构、医生、护士提供培训等

方式，品牌建设方面有很大收获，为疫情后的

复苏打下了良好基础。

功能性护肤品板块同样通过线上转型实

现快速增长。在公司前四大功能性护肤品品牌

中，米蓓尔和夸迪两个品牌此前以经销商模式

为主，受疫情冲击，经销商难以开展招商，公司

被迫转变经营模式， 在2月底推出了面向C端

的经营模式，目前转型成功，实现了经销商模

式和直接面对C端客户电商销售各占50%的

销售业绩。 从4月份的数据看，势头很好。

此外，疫情对原料板块有一定影响，但影

响不大。 一方面，疫情对国内和海外市场影响

是错位的。 比如，在护肤品原料领域，一些国

际大牌在美国的工厂采购量明显降低的同

时， 其在国内的产量和采购量相比去年同期

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 在医药级透明质酸领

域，行业竞争对手的退出为公司腾出空间。 以

资生堂为例，2006年华熙开始大规模生产护

肤品级透明质酸以后， 资生堂基本上不再生

产护肤品级原料， 但仍保留高利润的医药级

产品，并占世界透明质酸很重要的份额。 随着

华熙生物进入医药级原料领域， 国际大企业

开始陆续采购华熙生物医药级产品。 去年6

月，迫于成本和品质等竞争压力，资生堂宣布

将退出医药级市场。

大规模检测铺开

核酸试剂需求旺盛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周文天

5月1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武汉有关部

门证实，武汉市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市新冠

病毒核酸筛查的紧急通知》提出，在武汉全

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十天

大会战” 。

业内人士认为，武汉开展全员核酸筛查，符

合开展新冠病毒检测常态化、 扩大重点地区核

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范围的导向。 扩大检测

范围，集中开展检测行动，利好体外诊断公司、

检测试剂生产企业以及具有检测能力的医学检

验行业。

检测铺开

11日，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下发紧急通知， 决定在武汉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员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十天大会战” ，要求

各区按10天期限， 做好武汉辖区全员核酸筛

查计划安排。

稍早时，湖北省医疗保障局下发通知，将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项

目临时纳入湖北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目录，按乙

类支付，自5月6日起在全省正式执行。 医保支付

具体标准由湖北省各地根据本地实际自行确定，

但不得高于此前全省核酸检测180元/次、抗体检

测50元/项的最高限价，实行动态调整。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在武汉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可

以进一步做好摸排工作，阻断社区传染途径，最

大程度地降低疫情反弹风险， 符合当前关于开

展新冠病毒检测常态化、 扩大重点地区核酸检

测和血清抗体检测范围的政策导向。 目前新冠

病毒相关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工作在推进。 全面

扩大检测范围，集中开展检测行动，利好体外诊

断公司、 检测试剂生产企业以及具有检测能力

的医学检验行业。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武汉的做法可能会大

范围推广，全民检测十分必要。

扩大产能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的指导意见》5月8日印发， 要求加快检测试剂

和设备研发， 提高核酸检测能力， 扩大检测范

围，对重点人群“应检尽检” ，其他人群“愿检

尽检” 。

早前，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作出重要决定， 扩大重点地区核酸检测

和血清抗体检测范围。北京、深圳、黑龙江、河南

等地相关政策开始落地。

同时，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全球检测能力需

持续提升，检测试剂盒需求旺盛。海关总署数据

显示，3月1日至4月30日，全国共验放出口主要

防疫物资价值712亿元。 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试剂盒7341万人份。

5月11日，华大基因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

BGI� EuropeA/S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产

品于近日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应急

使用清单 （EUL）。 华大基因称， 这意味着

WHO对公司产品质量的认可和肯定， 可为

WHO成员国和各意向采购方提供采购依据，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

全球范围内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

华大基因此前公告， 旗下两家子公司的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分别获得新加坡

HSA的临时授权、加拿大卫生部认证。

达安基因近日在互动平台上表示， 目前公

司日均试剂盒标准产能为30万人份/日，根据市

场需求产能可以达到100万人份/日以上。 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相关产品已经发往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 目前华大基因产能居

国内企业首位，达到200万人份/日。 达安基因、

迈克生物、万孚生物、丽珠集团等企业日产能在

30万-50万人份。

提振业绩

天风证券指出， 国内将继续加强新冠病毒

检测，包括住院病人、门急诊常规化、复学人群

检测。 中性预估中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市场空

间为52亿元，抗体检测为34亿元。 海外疫情仍

处于紧张期，对于试剂盒的需求较大，根据中性

预估， 海外约有1.3亿人需要进行新冠病毒检

测，对应核酸检测市场空间为126亿元，抗体检

测市场空间为25亿元。 天风证券认为，相关公

司二季度将持续受益，国内检测订单有望提升，

为全年业绩贡献增量。

兴业证券指出， 国内从事新冠病毒检测相

关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近千家。其中，产品已获

得CE认证的企业超过160家。 核酸检测产品获

得美国FDAEUA的40余家企业中，四家为中国

企业，包括华大基因、南京科维思、迈克生物、复

星医药。 其中，同时取得国内NMPA注册、欧盟

CE认证和美国FDAEUA的企业为华大基因、

迈克生物、复星医药三家公司。

兴业证券测算了检测试剂盒需求情况。 国

内方面，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需要做好打

持久仗的准备。 假设4类人群需做检测：医院住

院患者全部检测、境外输入全部检测、复工复学

全部检测，以及全国部分人员自愿检测等，对国

内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的市场进行测算得到的市

场规模约为147.59亿元。国外方面，选择目前确

诊人数大于5000的国家进行分析，对发达国家

以及发展中国家分开测算疫情期间的检测试剂

需求量， 同时对疫情逐步好转后的常态化检测

进行了测算。最终预测得到，在确诊人数不同的

假设情景下，全球（除中国）新增市场规模合计

10.78亿美元-12.90亿美元。

国内手机出货量11个月来首现增长

产业链人士认为手机市场已全面回暖

□本报记者 张兴旺

“二季度生产情况肯定比一

季度好，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 ”

华南一家手机产业链上市公司人

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中国信通院5月12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4月份国内手机市

场总体出货量4172.8万部，同

比增长14.2%。 其中，5G手机

出货量占近四成份额。 国内手

机市场出货量此前已连续10个

月同比下滑， 多位手机产业链

人士认为国内手机市场已全面

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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