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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郑三波

11 月 15日，华为首款折叠
屏手机Mate X正式开售，上线
不到十秒的时间，首批产品即售
罄，原价16999元的Mate X甚
至被炒到了接近 10 万元的高
价，这个价格目前能买到一辆不
错的车了。而在昨天上午，
Mate X二次开售，依然是开售
即售罄。记者昨天走访重庆华
为线下体验店，工作人员称，重
庆 体 验 店 现 在 没 有 展 示
Mate X 手机，今年底有望
在体验店上架。

受折叠屏手机销售利
好影响，昨日早盘柔性
屏概念股全面走强，香
山股份、智云股份、国
风塑业、联得装备
等纷纷高开后直
线秒涨停。

在首轮开售结束后，很多网友质疑华为Mate X的放货少，饥饿营销
等。不过在15日之后，有不少网友陆续收到了从官网预定的首批Mate
X订单，目前华为商城Mate X 5G商品界面中已经出现了30条的用户
评价，其中不乏有用户晒图的，说明还是有人抢到了这台折叠屏手机。
而在昨天上午，Mate X进行二次开售，依然是开售即售罄。

华为Mate X是全球第二款正式商用的折叠屏机型，当它处于折合
状态时有两块屏幕，一块为6.6英寸，一块为6.38英寸，打开后屏幕变为
8英寸，最薄处厚度仅5.4毫米。

核心配置上，华为Mate X搭载华为首款7nm 5G多模芯片巴龙
5000 + 麒 麟 980，支 持 55W 超 级 快 充 ，30 分 钟 充 电 85% ；内 置
4500mAh大电池；配备双卡设计，分别支持4G和5G网络。

拍照方面，华为Mate X升级到四摄，分别为4000万像素超感光
主摄、800万像素长焦镜头、16000超广角镜头、3D深感摄像头。此
外，华为Mate X还支持智慧分屏和多任务交互能力，帮你轻松实现
不同应用之间的协同互动，比如，双屏下图片/文字拖拽、多屏社交
等。

据了解，华为官方宣布Mate X将在11月22日上午10：08开启
第三轮的销售。

“年度最佳理财产品”转手价最高10万元

据业内消息，华为正在全力生产Mate X这款新机，但由于折
叠屏良品率的问题，所以该机供货量上不会很大，目前华为正与京
东方一起努力解决生产问题。

其实在Mate X开售前不久，王思聪就曾经在自己的朋友圈求
购了，而且一下子就求购两台，虽然相关信息很快就被删掉，但是
确有其事，这也可以看出华为这款手机的受欢迎程度。

记者在多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目前Mate X的售价被炒高
至4万至 6万不等，最高的标价甚至达到了10万元，比华为官网
16999元的售价高出8.3万。而10万元在目前已经可以买一辆不
错的汽车了。

对此，网友戏称：“早知道抢一台华为Mate X了，赚翻了！”
“Mate X堪称年度最佳理财产品……”。

事实上，在11月8日，三星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国内首销
线上渠道在5分钟内售罄之后，11月11日的第二轮限量抢购也被

“抢空”，12GB+512GB版本售价也高达15999元。

■相关
环绕屏手机有望12月底开售
19999元你会买吗？

据了解，小米在今年 9月曾发布过环绕屏概念手机小米MIX
Alpha。顾名思义，这款手机的屏幕绕了手机一圈，也就是正面、背
面、侧面都是屏幕。11月15日，小米董事长雷军在2019中国移动全
球合作伙伴大会上，再次推荐了正在研发中的环绕屏概念手机，雷军
认为环绕屏可能是5G时代终端的形态。而这款手机目前的定价高
达19999元，比华为Mate X还要高出3000元。

5G环绕屏概念手机是什么？雷军表示，这款概念
手机最重要的探索方向，未来手机可能整个都
是屏幕，就像科幻电影里面
的一个发光体，它是一款
完整的屏幕环绕机身，
整 机 屏 占 比 达 到
180%，正面、侧面、
背面全都是屏幕。

雷军称，由于这
是款手机不考虑量产，
不考虑销售，不加研发
费用堆料就接近2万
元，最终定价19999元是
很厚道的，主要是为了给发
烧友体验。雷军表示，如
果顺利的话预计12月
底可以正式发售。

在Mate X被追捧后，受此利好影响，昨日柔性屏概念股全面走强，香山股份、智云股份、国风塑业、联
得装备纷纷高开后直线秒涨停，其中龙头股香山股份已连续3涨停。深天马A、同兴达、春兴精工、智动力等

涨幅居前。

北上资金先期潜伏 提前一周大幅买入京东方A

从A股市场走势来看，在2月Mate X正式官宣的次日，柔性屏概念股大面积涨停，京东方A、深天马
A、领益智造等多达9只股票涨停。而Mate X正式发售，也吸引了主力资金的重点关注，提前埋伏。

本次华为Mate X的柔性屏就是采用京东方OLED面板。据京东方A披露，中国首条AMO-
LED（柔性）生产线，成都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在2019上半年出货数量超千万片，同比

增长超300％，良率水平创新高；绵阳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已实现量产出货；重庆第
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建设按计划推进，公司AMOLED面板市场份额成为全球第二。

北上资金在上周二就大幅买入京东方A736万股，周四再次大幅增持1608万股，周
五再度增持1586万股，上周北上资金合计京东方A近4000万股。在2月份，京东方A

一度暴涨近1倍，之后高位横盘震荡，昨日小幅跳空高开高走。
针对Mate X开售后迅速抢购一空，人气火爆。京东方集团副总裁原烽表示，

他的同事也没抢到，也许可能是定价太低了。
柔性屏的另一大生产商深天马A，合作出资480亿元投向厦门OLED生产项

目，设计产能为月加工柔性显示基板48千张，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中小尺寸高
端显示特别是 AMOLED 领域的市场地位，有助于公司完善业务布局，把握

AMOLED行业快速发展的机会。
北上资金最近连续7个交易日加仓深天马A，合计增仓逾400万股，总持

股达到1776万股的历史最高点，持股市值也达2.5亿的历史最高点。昨日深
天马A盘中一度上涨逾7％。

此外，TCL集团、维信诺等柔性屏产业链上的个股近期都获得北上资
金大幅加仓。

开盘后一字涨停 小小“铰链”表现不俗

除了柔性屏概念的香山股份、智云股份、国风塑业等收获涨停外，涉
及到折叠屏铰链转轴业务的公司也有不俗表现，宜安科技、东睦股份等
开盘后均一字涨停。

说起柔性屏，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铰链转轴却相对陌生。
实际上，铰链是实现可折叠手机的关键功能性零部件。

从运用来看，铰链需要在与屏幕接触的一面始终保持平滑没有缝
隙，在展开时形成一个平面，让柔性屏能附着在上面。转轴还必须提
供一定的阻尼和保护作用，在折叠屏开合过程中受力均匀，受到外界
冲击时保护屏幕不损坏。

简言之，铰链转轴就好比家中房门上的“合页”。
太平洋证券研报认为，折叠屏铰链要保证在展开状态下延伸的距

离正好能完全铺开屏幕，多一点屏幕就要承受拉力，少一点屏幕就会
鼓起，在铰链处显得不平整。这种需求成为设计中的最大难点，需要
从结构、材料配合，特别是对于外折设计，需要在展开时铰链处形成
一个横向扩大的平面，难度相当大。

从前述研报不难看出，铰链设计结构复杂，对精密零部件加工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点从华为和三星的相关专利中也能找到答案。
举例来看，华为采用的是齿轮咬合的铰链结构，而铰链则由上百种精
密元器件组成。

对于铰链转轴业务的成长空间，有券商研报表示，由于折叠机铰
链转轴生产的进入门槛高，相信随着折叠屏手机销售的逐步增长，铰
链转轴供货商的业绩在未来数年可望显著受益于高单价与折叠机出
货高速成长。

■机构观点
掌握重要生产技术
京东方A、深天马A前景可期
东莞证券

柔性屏在手机终端上的出现仅仅只是柔性屏广泛应用的一个开
始，随着工艺成熟，将有望在多个场景实现应用，市场空间广阔。柔
性屏是一项具有前沿性的技术，涉及多个核心零部件与技术。对于柔
性屏产业，投资者可以关注在产业链上生产关键零部件并掌握重要技
术的规模化公司，如：京东方 A、精测电子、长盈精密等相关标的。

天风证券
全球显示产业链目前核心的投资主线是 OLED 增量需求以及大陆

供应链高景气度：（1）看好国产 OLED 面板厂崛起，推荐京东方 A，建议
关注深天马和维信诺；（2）国内本土供应链加速崛起，推荐偏光领域三
利谱，设备领域华兴源创、精测电子和劲拓股份（电子+机械）等，科创板
建议关注八亿时空和清溢光电以及激光显示领域光峰科技。

财通证券
随着 OLED 技术逐渐成熟、成本趋于下降，会有更多的电子设备采用

OLED 技术。到 2021 年 OLED 手机面板出货量（包括刚性、柔性和可折
叠）将超过 LCD，全球 OLED 面板收入将继续以两位数增长率保持增长。
推荐三大投资线索：（1）后段模组设备领域：关注在后段模组设备领域取得
突破且具备一定研发实力的设备企业。包括：大族激光、精测电子、联得装
备等。（2）OLED 上游材料端：具体领域例如发光材料、偏光片、FPC、驱动
IC、靶材等，投资标的包括：万润股份、濮阳惠成、强力新材、三利谱等。（3）柔
性 OLED 面板的国内面板厂商：比如国内面板龙头京东方 A、深天马 A 以及积
极布局柔性 OLED 面板的维信诺、华星光电（TCL）。

华为将带动柔性屏产业爆发 面板商有望率先受益

市场调查机构HIS预测，2019年至2021年，可折叠手机出货量分别为150万部、830万
部、1750 万部，到 2025 年将攀升至 5340 万部，复合年均增长率可达 81％，渗透率约为

3.4％。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关于“折叠屏手机”的战役就打响了。

首先是三星抢了个首发，在今年2月召开发布会推出了史上首款量产折叠屏手机
Galaxy Fold，当时给中国市场的定价是1980美元。

仅3天后，华为在巴塞罗那MWC大展开幕前夕举行发布会，正式推出折叠屏
5G手机——华为Mate X，当时给的定价是17500元。

三星、华为为了抢折叠屏首发争得不可开交，紧随其后，小米、摩托罗拉、联
想等都争相发布折叠屏手机。而这背后无疑争的是智能手机的未来竞争力。

据安信证券研究，折叠屏手机相比于传统的旗舰机，需要柔性、耐弯折
的OLED显示屏以及承担连接手机两个屏幕的精密铰链，其增加的原材
料成本主要体现在显示屏、铰链等零部件上。

华为Mate X的火爆，无疑将带动国内柔性屏的爆发，而国内
诸多面板商有望率先受益。

厂商押宝折叠屏 供应链成本有降价空间

业内人士介绍，手机厂商押宝折叠屏的重要原因是为了进一步增加
手机屏幕的面积。近年来各大手机厂商不断提高手机屏幕占比，甚至提
出“无边框”手机概念，因此出现了iPhone X“刘海屏”的诞生。

在单屏手机屏占比接近极限后，手机厂商将目光投向折叠屏，其能增大
接近40%的屏幕面积，同时还实现了手机和平板电脑一体化，被视为解决屏占
比的有效手段之一。以华为的 Mate X 为例，其屏幕总尺寸达到 8 英寸，较
Mate 30的6英寸多出三分之一的面积。

在发布Mate X后，华为也正在研究新的折叠方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近日曝光了华为申请的全新可折叠手机设计专利，该专利显示华为研发了另一种可折叠
方案——上下折叠，手机中部有铰链，类似摩托罗拉新发布的折叠手机Raza。

由于工艺尚未成熟，再加上培育新产业链尚需时间，目前折叠屏的成本明显高于传统的单
屏手机。市场研究机构IHS MARKIT指出，折叠屏手机在显示屏、铰链、PCB（印制电路板）、
电池等零部件成本上有较大提高。以三星Galaxy Fold 与
Galaxy S10+为例，前者的总成本提升了
30%，其中，Galaxy Fold 由于显示屏
幕数量和面积的增大，显示屏成本
相 较 Galaxy S10 + 提 升 了
77%，是整机主要的成本提升
来源。同时，为了满足可折
叠的需要，PCB 成本上升
14%，电池和铰链等零部
件成本上升120%。

长期专注研究手
机供应链的第一手机
界研究院院长孙燕
飙向记者表示，目
前折叠屏手机的
主 要 专 利 技 术
（如铰链）集中在
终端厂商，因此
研发成本较高，
未 来 产 业 链 成
熟后有望下降。

一部手机炒到10万元！整条柔性屏产业链都在“涨”声中舞动

手机
热卖A

继续“一机难求”Mate X22日再开售

有人在电商平台
上 10万元转让
Mate X

股市
狂欢B Mate X市场反应火热

柔性屏概念股秒涨停

前景
展望C 柔性屏产业或迎大爆发

产品有进一步降价空间

昨日，工信部公布2019年 10月国内手机出货量情况，10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
货量 3596.9 万部，同比下降 6.7%，环比下降 0.7%，其中 4G 手机 3222 万部、5G 手机
249.4 万部。

记者获悉，今年10月，国内市场上市新机型49款，同比增长2.1%，其中4G手机
31款、5G手机2款。2019年 1-10月，上市新机型482款，同比下降29.4%，其中

2G手机110款、3G手机1款、4G手机351款、5G手机20款。今年10月，智能
手机上市新机型 31 款，同比下降 3.1%，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63.3%，其中支持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31款。
2019年10月，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3053.1万部，同比下降6.1%，占

同期手机出货量的84.9%；上市新机型45款，同比增长15.4%，占同
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91.8%。

工信部介绍，2019年10月，智能手机出货量3461.6万部，同
比下降4.5%，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6.2%，其中Android手机

在智能手机中占比86.0%。

如今，除华为、三星外，小米、联想、柔宇科技也都已各自推出了折叠屏手机，预计明年OPPO、VIVO等也将加入到折叠屏的竞争中。
兴业证券在研报中称，今年是折叠屏手机元年，但市场爆发要待2020年以后，一方面除了等待折叠屏面板技术进一步稳定、良率提升至
可大量生产，另一方面则是要等待偏高的定价调整到多数消费者可负担的水平。兴业证券在研报中指出，近期国内多家厂商陆续发布
折叠屏手机，但要让消费者大幅度地接受还有一段距离，包括价格、使用接口、厚薄度、软硬件的协同搭配等，都还有进步空间。

根据DSCC预测，柔性屏手机价格到2022年随着良率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价格有望下降到90美元（千元人民币以下）。

■数读

10月国内手机出货3596.9万部 环比下降0.7%

华为Mate X

昨日柔性屏概念
股全面走强


